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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中梵关系对中国“内在和谐、国际形象和实现中国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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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序言序言序言序言....一个曾经的梦和一个现在的梦一个曾经的梦和一个现在的梦一个曾经的梦和一个现在的梦一个曾经的梦和一个现在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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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可以成为激励人发奋图强，前行不息的动力。当一种梦想，能够将一个

民族凝聚起来的时候。这种梦想就有了动员全民族，去为之不懈的探索和奋斗。

甚至牺牲个人、家庭的利益等。这个民族的一切，都是为了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国

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和文化昌盛。一言以盖之：

“实现

实现实现

实现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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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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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民族民族

民族振兴

振兴振兴

振兴和

和和

和人民幸福美满

人民幸福美满人民幸福美满

人民幸福美满”的这个梦。 

为此，神农为了实现了这个梦，尝尽百草；诸子百家为了实现这个梦，迸发

了智慧和思想的火花；秦朝历代三十多个国君，为了实现这个梦，奠定基础，使

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统一；汉武帝为了实现这个梦，一生开疆拓土，扩大中华帝国

的疆界；唐宋时期的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个梦，以文化影响着中国的邻邦，和以财

富扶持着临近国家…… 

 

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现在

现在现在

现在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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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甚至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但进入近代以后，逐渐落伍了。尤其是 1840 年以后，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满清王朝的腐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实现

实现实现

实现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

、、

、社会和谐、民族腾飞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腾飞和人民幸福美满社会和谐、民族腾飞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腾飞和人民幸福美满”这个梦，破碎了。 

于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惊醒、在苦难中奋起。民族复兴的梦，推动着一批

又一批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努力和不懈探索。尤其是，当羸弱的中国人，在面

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军舰和大炮；当面对简单的生活，都不能保持；当买不买鸦片，

都不能自己说了算的时候。中国人开始“从梦中惊醒了”。醒来的人们开始奋起，

追求真正的梦。 

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次次地运动和革命，

都是在尝试实现这个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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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民族民族

民族振兴

振兴振兴

振兴和

和和

和人民幸福美满

人民幸福美满人民幸福美满

人民幸福美满的梦想；都承载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可以重新走在整个世界的最前列的憧憬和期待。好使自己的国民，

都能够因国家的富强，不再受其他国家欺凌而不敢言、强吞自己国土而只能眼睁

睁看着、自己已经卑躬屈膝而同胞却仍然被害；而国家的富强，定可以使社会和

谐，而社会的和谐定会带来自己民族的腾飞，和其他民族的向往和皈依；而属于

这个民族、住在这个国度中的人们，则一定可以很平安喜乐，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从近代直到今天，所有中国人的梦。 

为此，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习

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 “中国梦”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习总书记将这个

梦，定义

定义定义

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

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而中国梦实现的具体表现

具体表现具体表现

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施手段

实施手段实施手段

实施手段是：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中国梦的特色

中国梦的特色中国梦的特色

中国梦的特色：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

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

不断为人民造福。”而中国的天主教的教友，也是中国人民。所以，实现这个中

国梦，天主教的每个教友，责无旁贷地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个中国

梦。而同样，这个中国梦，同我们天主教对于“天主的国”

1

(Kingdom of God)的

信仰，也有着异曲同工的奇妙意义。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的信友，一直在努力为建

立“天主的国”而努力，也在期待这个“天主的国”可以早日实现。而天主的国

的实现，也一定能够使“中国梦”得以实现。同样，也会为中国的天主教，中国

梦的实现，一定也可以帮助“天主的国”实现，并且会为属于这个“天主的国”

的中国的每个教友“造福”。 

首先，本文尝试从历史的角度，来反省梵蒂冈天主教廷，曾经对各个时代的

中国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借着这个反省，来展望现在

梵蒂冈教廷对现在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中国梦：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

、、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

人民幸福美满

人民幸福美满人民幸福美满

人民幸福美满的实现，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其次，反省当中梵外交关

系出现磨擦，甚至断绝的时候。危害了中国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危害了

中国梦：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

、、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的实现。  

最终，借此对中梵关系的好坏，所形成对中国梦的实现的促进和破坏作用。

避免双方受到损害，而产生的双赢的美好结局。为中国目前教会和政府，以及研

究中梵关系的学者们，给予简单的借鉴作用。 

 

IIIIIIII．．．．由由由由历史上梵蒂冈教廷历史上梵蒂冈教廷历史上梵蒂冈教廷历史上梵蒂冈教廷，，，，对对对对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所起”所起”所起”所起

的积极作用的积极作用的积极作用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1.1.1.1.教廷对元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廷对元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廷对元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廷对元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

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    

1289 年，教宗尼古拉 4 世(Nicholas IV)派方济各会是孟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他在北京传教 30 年，为 3 万人施

行了洗礼，还翻译了新约《圣经》和《圣咏》，建立了两间教堂，后来被任命为

总主教，兼管远东教务。 

孟高维诺的到来，也使元顺帝派遣了使者去亚威农(Avignon),觐见了教宗本

笃 12世。这些使者，写了很多游记，成为西方了解神秘的东方国度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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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神学词典编译委员会，《圣经神学词典》，（台北：光启出版社，1984，）628-633 页。 

天主的国（Kingdom of God），首先，天主的国是赐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的。但是，想拥有的人，应该

首先接受天主作为自己的主。其次，需要以悔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来相配，成为这个天主的国的国民。之

后，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努力修德成圣。再之后，这个天主的国，就会犹如介子和酵母一样，个

体虽小，但是却可以产生大的，好的影响。最后，所有的属于这个天主的国的人，应该互相如兄弟姊妹，

互爱互助，因为这个天主的国，有着同一个和唯一的父——天主。所以，这个国度的人们不仅今世可以幸

福美满的生活；并且，可以在“最完美的天主的国”来临之时，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诸多限制：比如生老病

死。反而可以永远的、无限的度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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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阶段，这是教廷第一次对中国的政权，进行了互通往来。只能说，此一

阶段仅仅是教廷从天主教的信仰上，帮助了元朝的统治阶层的灵性修养，使他们

的家庭因着信仰天主教的关系，而产生了和谐的作用。毕竟，一个经常后院起火

的统治阶层，一定会影响元朝政权的更好发展。 

而关于此时的教廷同中国，在国际形象上，也仅仅是西方通过天主教会，对

中国有了第一次的认识的作用。并且，孟高维诺，从到了中国，一直到他去世，

一直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礼遇，他和之后的其他传教人员的生活费用，一直都是由

元朝政府支付的。而“他（孟高维诺）被视为教宗的代表，因此在皇宫中拥有一

个正式的地位，而皇帝给予他的礼遇超过其他信仰的司祭所受的尊敬。”

3

 

所以，这个初步的沟通，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2.2.2.2.教廷对清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廷对清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廷对清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教廷对清朝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

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    

此一阶段，有两个显着的事件。第一个是耶稣会以欧洲各种科学知识，影响

了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士绅们的赞扬；

4

并且一些修历工作。

5

第二件大事，就是

“礼仪之争”（Rites Controversy）。

6

  

此时的礼仪之争，从根本上，是本地文化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理解而产生的。

但是，另外一个使礼仪之争产生极大的破坏，而很难减少的原因，则是：教廷和

清朝缺乏很好的沟通。 

此时的清政府和教廷没有任何邦交关系。所能够做的，只能是互派使者。但

是，这个沟通从一方到另外一方，就需要两年甚至三年；而等到回应达到对方的

手中的时候，又需要等待两到三年。等沟通的人到了中国之后，这个外来的人，

根本就没有在本地服务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经验，他可能连问题是什么也不明白，

却担负着解决问题的使命，结果也就武断地“解决了问题”。 

此一阶段，教廷对清政府时期的中国的“内在和谐”，主要表现在教廷通过派

遣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以欧洲各种科学知识和新的宗教信仰，对清朝上至统治阶

层，下到文人商人阶层，宣讲“科学的、救赎之爱的信仰”。使接受信仰的统治

者和文人，能够更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生活，改变了很多“原本是迷信的思想”（比

如日食的现象）。也使很多文人和商人，乃至科学家，学习了不同的知识，帮助

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伦理的进步。（很多人放弃

自己的小妾，而只拥有一个妻子，也是一种促进和谐的结果。） 

其次，假如那时二者在各自的国家中，有一个拥有认识当地文化和信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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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方中，吴俊德主编，《中梵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台北：辅大天主教史料中心，2002，）3页。 

3

 赖德烈著，雷立柏、瞿旭彤、静也、成静译: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香港:道风书社,2009 年，61

页。 

4

 同上，83页。 

5

 同上，23页。 

6 John Westerdale Bowker,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World Relig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2.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A dispute in the Roman Catholic about the propriety of adopting Chinese customs 

and terms into Christian liturgy and vocabulary. Jesuit missionaries had attempted to build a bridge into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purposes of evangelism. An investigation in 1693 led to 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 of Clement XI, Ex 

illa die, in 1715, which forbade these practices. Disputes continued over implementation until Benedict XIV 

reaffimed the earlier decision in 1742.)   



使，他有着一定的决定权，而不是事事需要申请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不懂得任

何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文化的人来决策，则礼仪之争很有可能会避免发生。 

当时，因为礼仪之争，天主教会的修会成为很多社会问题的起火点，使民族

与民族对立，使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无所适从，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共融。所以，可

以退而求其次，哪怕当时有着正常的、通畅的和及时的邦交关系，两者在争端的

开始，就可以快速的沟通，也许礼仪之争将不会发生；或者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最少可以减少礼仪之争的发生，因为缺少及时地沟通，而对当时中国天主教会所

产生的危害减少。如此，当时在中国的的耶稣会和其他修会，一定可以帮助当时

的清政府，在科学、伦理、经济、和民生上，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国，

得到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的实现，则中国梦实现。 

在欧洲国家中，天主教的信仰奠基并发展了西方社会的文明；并且在这个基

础上，更将西方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也许，教廷当时也可以为清政府对西方

世界，铺设一个沟通的桥梁，互通有无，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如此，

当时的清政府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国际形象”，一定会受益良多。使中国与西方

国家，通过天主教教廷的影响，可以进行某种联系在一起的关系。而不是后来的

“鸦片和殖民，以枪炮打开贸易的大门”。则帮助中国梦更容易实现。 

 

3.3.3.3.教廷对清朝面对保教权的困局上，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教廷对清朝面对保教权的困局上，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教廷对清朝面对保教权的困局上，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教廷对清朝面对保教权的困局上，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

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英国因为向中国倾销鸦片，而遭受清政府的抵制。英国于是在 1939年，发起

了鸦片战争。最终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在 1842与年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其他的西方列强，首先是美国，之后是法国，瞅准机会，也分别在 1844 年同

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7

当法国专使拉萼尼(Lagrene)作为天主教的

虔诚教友，关心教会在中国传教的问题，最终影响法国，在《天津条约》上增添

了三条关于传教的自由度问题：天主教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而“凡中国人

愿意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戒。”

8

法国甚至宣告，会保护

所有西方国家传教士。很诡异的是：原本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的法国，竟然生出

一点“挟教廷以令诸国”的味道。甚至使人感觉，在通过教案的发生，和解决教

案的利益，其风头凌驾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的分头之上。

9

  

梵蒂冈却在面对法国的保教权上，苦不堪言。教会的传教士在在传教时失去

生命，而梵蒂冈教廷却不能为这些传教士，甚至自己在中国正在受苦的教会，做

出趋吉避凶的安排。原因则可用陈方中教授的话，一言以蔽之：“法国保教权除

了造成中梵通使的障碍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的是帝国主义者利用了教会，

以维持及扩大其利益。”

10

 

为此，梵蒂冈尝试派教会使者——瑞神父（Francesco Giulianelli）,出使

中国。很有意思的是，瑞神父为了避免法国政府的干预，特意“经由中国海关英

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协助，将教宗的信件呈递给清朝的总理衙门。”

                                              

7

 美国同清政府签订的是《望厦条约》，而法国同清政府签订的是《黄埔条约》。 

8

 陈方中，吴俊德主编，《中梵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8页。 

9

 同上，8-9 页。 

10

 同上，12页。 



11

而总理衙门的主管李鸿章，则派天津海关的外国雇员敦约翰(John George Dunn)

“作为特使，由伦敦的天主教枢机主教马宁（Henry Edward Manning）介绍，觐

见了教宗良十三世”

12

 

中梵双方在此基础上，已经开始谈论关于通使得形式和阶层。结果却招致了

法国激烈的反对，法国甚至挟怒与梵蒂冈断交，以要挟的气势，来阻止中梵的沟

通。但是教宗和清政府在经受了“保教权”的诸多毒害之后，仍然坚定地通使了。 

 我们可以如此结论：法国保教权是清末时期，阻碍梵蒂冈教廷和中国沟通

法国保教权是清末时期，阻碍梵蒂冈教廷和中国沟通法国保教权是清末时期，阻碍梵蒂冈教廷和中国沟通

法国保教权是清末时期，阻碍梵蒂冈教廷和中国沟通，

，，

，

乃至开展

乃至开展乃至开展

乃至开展通使的主要障碍。

通使的主要障碍。通使的主要障碍。

通使的主要障碍。很明显的：只

只只

只有更多的

有更多的有更多的

有更多的传教士被杀，更多的教堂被毁，

传教士被杀，更多的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更多的教堂被毁，

传教士被杀，更多的教堂被毁，

才能给法国打来更多的利益；毕竟法国不像英国，在中国既有这么多的“鸦片生

才能给法国打来更多的利益；毕竟法国不像英国，在中国既有这么多的“鸦片生才能给法国打来更多的利益；毕竟法国不像英国，在中国既有这么多的“鸦片生

才能给法国打来更多的利益；毕竟法国不像英国，在中国既有这么多的“鸦片生

意”的利润，又有“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大把机会。

意”的利润，又有“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大把机会。意”的利润，又有“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大把机会。

意”的利润，又有“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的大把机会。 

最终，在清末后期，教宗本笃十五世在 1919年，发表了《夫至大宣言》。“此

不啻对法国保教权的直接控诉……而派遣宗座代表刚恒毅驻华。让人相信天主教

不受外国人保护，更不能让人误解是欧洲国家政治的工具”

13

 

从此，少了法国保教权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中间人，教案得到了减少。

而且，中梵的通使，也使得解决教案问题，容易了很多。当时的中国，因为教廷

对于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的强烈改变，使中国不在因为“教案”问题而再次赔款、

条约、割地，也减少了中国人对于清政府的无能，而产生的的埋怨。同时，也减

少了清政府对教会的误解。如果这个保教权的问题，得到更早的解决，甚至能够

在教廷和清政府之间，互有一个“大使”来促进双方的沟通，也许义和团运动对

中国和天主教会的破坏，就可以减少很多。所以，教廷对清朝面对保教权的困局

上，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而有着教廷在其中的运作，清政府也可以通过教廷，作为一个桥梁，同法国

和其他国家得到更好地沟通，使中国国际形象有了机会在其他国家面前展示，促

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4.4.4.4.教廷对国民政府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教廷对国民政府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教廷对国民政府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教廷对国民政府促进“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所起的积极作用，

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了中国梦的实现。    

教宗派刚恒毅出使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推行夫至大宣言的精神：

申斥欧洲国家主义对传教区天主教会的影响，呼吁传教区的教会要交给本地神职

人员管理。并借此宣言，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 

教廷拍刚恒毅出使中国的目的，是向中国传达一个清楚地讯息：教廷

教廷教廷

教廷在中

在中在中

在中

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列强的政治同天主教

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列强的政治同天主教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列强的政治同天主教

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列强的政治同天主教教廷

教廷教廷

教廷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任何

任何任何

任何瓜葛。教廷

瓜葛。教廷瓜葛。教廷

瓜葛。教廷更愿

更愿更愿

更愿

意

意意

意中国的

中国的中国的

中国的统治阶层，甚至广大中国人民

统治阶层，甚至广大中国人民统治阶层，甚至广大中国人民

统治阶层，甚至广大中国人民知道

知道知道

知道：教廷也

：教廷也：教廷也

：教廷也关怀中国的

关怀中国的关怀中国的

关怀中国的人

人人

人民，因为

民，因为民，因为

民，因为中国

中国中国

中国

的

的的

的人们

人们人们

人们也是天主的儿女，并

也是天主的儿女，并也是天主的儿女，并

也是天主的儿女，并切愿中国能够

切愿中国能够切愿中国能够

切愿中国能够很快

很快很快

很快强大起来，更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

强大起来，更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强大起来，更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

强大起来，更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 

  

 

在 1924 年 5月 15日，刚恒毅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天主教教务会议，大部分

代牧区的主教们都参加了。这是梵蒂冈教廷第一次，有正式的使者，站在中国教

                                              

11

 同上，9-10 页。 

12

 同上。 

13
同上,14-15 页。在这个特备针对保教权，毒害梵蒂冈教会和中国的不正当做法，而发出的夫至大宣言

中，教宗如此说：“当念而非传布世人之邦国，乃传布基利斯督之邦国也，亦非为在本世之本乡，乃为在

上之天乡而收录郡人者也。假如具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

之威权，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张之，母国之光荣，加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功用，极猛之疫症。

使传福音之喉舌，与爱灵之精力全驰，而于民间亦亏损其信用之权也。” 



会面前和中间。 

之后，借着雷明远神父的介绍和刚恒毅自己的实际考察，6位中国籍的主教

候选人，远赴罗马。于 1926 年 10 月 28 日接受教宗庇护 11 世的祝圣典礼。从

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国人主教。1925年，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成立。刚恒毅在成立

辅仁大学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天主教要“重视爱国，并尊重中国人民。”

天主教要“重视爱国，并尊重中国人民。”天主教要“重视爱国，并尊重中国人民。”

天主教要“重视爱国，并尊重中国人民。”

14

  

1929年 1月 25日，刚恒毅觐见了蒋中正，在献词中如此强调：“天主教会

无国籍及种族的区别，超然于政治之外，但同时则有对政府的尊重。”

15

同时，

此举也是要洗刷教外人将教友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误解。 

1929年 9 月，广东韶州主教雷鸣道(Luigi Versiglia)和高惠黎(Callisto 

Caravario)神父又被土匪杀害。按照以往法国保教权的处理惯例，必定是另外一

个附加条约强加在中国政府，然后是割地赔款之类的结果。但是，这次结果却截

然不同，因为有刚恒毅这个梵蒂冈驻中国的使者在。刚恒毅针对此事首先向民国

外交部提出了抗议，不过他并不是要求任何赔偿。他说：“我当然知道这类罪行

皆是出自匪徒之手，中国政府会惩罚他们，但这并不表明政府可以推卸起神圣的

职责，不去铲除匪徒，让他们仍然为非作歹。”

16

之后，他也只是要求了解中国政

府对此事的处理情形而已。 

1946 年 2 月，教宗庇护 12 世祝圣了中国第一位自己的华人枢机——圣言

会的田耕莘，也是亚洲第一个亚洲人枢机。并同时，在于斌主教等人向罗马教廷

的建议下，中国的圣统制由此时建立了。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中国作为五个战胜国之一，也使中梵之间

进入到正式升级为大使的级别。1946 年 6 月 18 日，教廷在中国设公使馆

(Internunciature)，并任命黎培里(Antonio Riberi)为公使。

17

 

有以上种种，可以看到：过往清朝时那种缺乏沟通和中国在事故发生时的

有以上种种，可以看到：过往清朝时那种缺乏沟通和中国在事故发生时的有以上种种，可以看到：过往清朝时那种缺乏沟通和中国在事故发生时的

有以上种种，可以看到：过往清朝时那种缺乏沟通和中国在事故发生时的

那种被动情形，从此不再发生。有没有教宗在中国的代表使节，对中国国民政府

那种被动情形，从此不再发生。有没有教宗在中国的代表使节，对中国国民政府那种被动情形，从此不再发生。有没有教宗在中国的代表使节，对中国国民政府

那种被动情形，从此不再发生。有没有教宗在中国的代表使节，对中国国民政府

的政权的内在和谐

的政权的内在和谐的政权的内在和谐

的政权的内在和谐，

，，

，和向西方世界宣传自己的美好形象，有着极大的不同

和向西方世界宣传自己的美好形象，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向西方世界宣传自己的美好形象，有着极大的不同

和向西方世界宣传自己的美好形象，有着极大的不同。

。。

。 

  

 

而教廷一直对中国政府示好，其目的主要是： 

第一，通过刚恒毅以及其他使者，增加沟通的渠道，和加速这个渠道沟通

的通畅；减少互相之间的误解。 

第二，为了能够使因政治或者教会争端而产生的摩擦，减少到最少的地步； 

第三，通过教会本地化——中国的教会，中国人自己管理。使中国天主教

吸收中国的文化，與基督的福音相結合，进而產生互動。更进一步通

过中国 5000 年文化的底蕴，而发展出中国的本地教會、本地禮儀、

本地神學。并使这些中国教会的力量，为普世大公教会的生命注入

新的元素，使普世大公教会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教廷在国民政府期间，对于国民政府时的中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教庭除

了从传信部派遣了很多传教修会和传教士，从事中国的传教之外；更在当时中国

经济、科学、医学、教育……落后西方很多年的前提下，本着为中国人带来更幸

福、美满的生活；也是中国自己能够更快自力更生，不再受落后的苦难。当时的

教廷开始指引在中国传教的各个修会，致力于开创和发展各种社会事业，如：建

设大学、工厂、医院、诊所、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等。 

                                              

14

 同上，16页。 

15

 同上，17页。 

16

 同上，17页。 

17

 陈聪铭，《中梵外交史：两岸与教廷关系 1912-1978》，（台北：光启出版社，2016，）193 页。 



以上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使中国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进步。直到今天，中国

几乎 80%的顶尖大学，都是那时被教会成立的。而今天很多偏远，乃至各大城市

的医院，也是那时教会创办的。梵蒂冈教廷当时对中国的诸多贡献，为当时国民

政府的：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

、、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美满的实现，做出了伟大的

贡献。甚至，仍然在惠及今日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中国梦的实现。 

 

IIIIIIIIIIII．．．．中断的中梵关系，危中断的中梵关系，危中断的中梵关系，危中断的中梵关系，危害了害了害了害了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和，和，和，和

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的实现。    

由于天主教本身的大公性，是超越政治权力和国家界限的。而天主教的国

际性，因为信仰和梵蒂冈作为这个信仰的领导力量，讲很多国家联系在了一起。

尤其是以基督宗教

18

信仰，为信仰基础和核心的欧美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天主教在中国五大宗教中，所占的人数比例不高。但是中国教会的自由、同

政府之间的争执和合作、乃至教会神职人员在中国的待遇问题等，却一直受到国

际社会和媒体的强烈关注，甚至成为国际媒体炒作的热点。为此，中梵关系的好

坏，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的国际形象的好坏。为此，梵蒂冈可以为国民政府创造

了诸多的来自：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对外关系、对内民生发展、国内人民

幸福和和谐气氛的建立……带来诸多好处。难道梵蒂冈不能为今日的中国梦的实

现，一样带来帮助吗？    

1.1.1.1.教廷大使被驱逐教廷大使被驱逐教廷大使被驱逐教廷大使被驱逐，中断了中梵正式关系，，中断了中梵正式关系，，中断了中梵正式关系，，中断了中梵正式关系，危害了危害了危害了危害了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的“内在和的“内在和的“内在和的“内在和

谐和谐和谐和谐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        

 1946年 7月，梵蒂冈派黎陪里(Antonio Rideri)总主教来任首任驻华公使。

19

梵蒂冈和中国正式通使。 

1949年 10月 1日，中国庆祝解放。此时的中国教会，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

题：梵蒂冈教廷的有神论和其教会传教的本质精神，同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所尊奉

的无神主义精神，从根本上和意识形态上，就容易产生矛盾，很难达成共识。这

一点上，教廷大使黎培里在 1949年到 1951 年，应该是体会深刻。 

 黎培里在 1949年 2 月，下令各教区、修会、修院的修生，转移到安全地带；

但同时则要求所有的主教，不应该跟随国民党转赴台湾，而应留守在自己的教区。

而他自己也留在南京。他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向新政权表达善意的表现。 

 1951 年 4月，黎培里因为被新政权视为阻碍中国政府施政的代表；6月底他

就被软禁；从 7 月开始就不停地被传去问话；9 月 4 日，以三项罪名

20

被驱逐出

境。 

 黎培里被驱逐标志着，中梵关系的外交关系上，官方形式上的中断。

黎培里被驱逐标志着，中梵关系的外交关系上，官方形式上的中断。黎培里被驱逐标志着，中梵关系的外交关系上，官方形式上的中断。

黎培里被驱逐标志着，中梵关系的外交关系上，官方形式上的中断。刚刚正

式成立的中梵关系还没有建立多长时间。反省这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对中国和梵

蒂冈教廷之间，乃至二者自身，都在当时和之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

 本文将所有信仰耶稣的宗教，称之为：基督宗教。 

19

 陈方中，吴俊德主编，《中梵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26 页。 

20

 同上，30页。这三个罪名是：1.指派河北易县马迪儒(Giuseppe Caprio)主教进行间谍活动。2.策划组

织圣母军。 3.反对共产主义支配下之人民政府。 



首先，使当时将近天主教 400 万国内的信友

21

对这个新生政权，因为黎陪里

作为教廷驻中国的教会代表的被驱逐，是中国教会从神职人员到普通信徒，都对

这个新政府产恐惧的感受，甚至敌对的感情。而这些人本身应该对腐败的国民政

府的离开，而欢喜；对新生的、廉洁的新政府持着欢迎的态度的；但是，因为中

梵关系的断裂，将这些人推到了对立面。 

其次，对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国家和十几亿的天主教信徒，对这个新生政权，

产生不了任何好感。而同样国民政府在初期，一直到现在，都因为同梵蒂冈的亲

密关系。而取得了很多天主教的国家邦交关系。至 2013年年底为止，中华民国

共有邦交国 22个，主要是中美洲国家、加勒比海岛国和南太平洋岛国以及非洲

国家。而这 22个国家中 90%是天主教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同台湾国民政府建交，

就使得中国不能够同这些国家，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这是一种很明显地，对中

国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的危害；更对中国梦的实现，产生了反作用。 

2222....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创立，使中梵关系达到冰点，危害了中国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创立，使中梵关系达到冰点，危害了中国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创立，使中梵关系达到冰点，危害了中国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创立，使中梵关系达到冰点，危害了中国的“内的“内的“内的“内

在和谐和在和谐和在和谐和在和谐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    

1957年 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22

成立了。对此，教廷的回应也甚是强硬。

在这个时期，中梵关系降至了冰点，并且双方都没有想改善关系的意愿。 

天主教爱国会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由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友作为成

员，有着宗教色彩很浓。另一方面，它又是教会联系政府的桥梁，有很强的政治

色彩，甚至可以被称为政府机构。

23

 

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大陆教会与梵蒂冈的实际性的联系被切断了。

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大陆教会与梵蒂冈的实际性的联系被切断了。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大陆教会与梵蒂冈的实际性的联系被切断了。

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标志着大陆教会与梵蒂冈的实际性的联系被切断了。

而天主教爱国会的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教会内的人士，视为背叛教会的罪人。

这危害了中国教会内人们的内在和谐。很多天主教的信徒，一个家庭之中，认为

应该保持信仰纯正的一方，无法接受家人加入爱国会，而妻离子散；尤其是在婚

姻和葬礼的庆祝只是，其矛盾达到了顶点，甚至大打出手。极大的破坏了中国人

们内部的和谐生活。何谈幸福和美满呢？这是一种很明显地，对中国的“内在和

谐”的危害；更对中国梦的实现，产生了反作用。 

而天主教爱国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主要宗旨是：中国天主教会

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反对梵蒂

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的活动。很明显，天主教爱国会不

仅宣传、而且在努力实行——断绝梵蒂冈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同样的，梵蒂冈

教廷也不承认这个爱国会是教会组织，也不接受这个中国主教团。 

同事，爱国会的其中一个功能是，管理中国即为庞大的教会产业。这些教产

曾经是学校、医院，地理位置曾经偏僻，但这些教产在今天，都是每个城市的中

心区域。而爱国会中的很多人，因为金钱利益，对这些教产做出了贪污腐败事迹。

这些恶劣事迹，传到国际社会，成为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宗教的另外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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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 2009 年》，王美秀《中国天主教观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9），94 页。 

22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中国的一个区域性和政府性的组织。办公地点在西城柳荫街 14号。1958 年于北京

正式成立。在其第一代表大会上，指出其主旨是：“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强调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实行独立

自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

国主权的活动。” 

23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 2013 年》，刘国鹏《2012 年中国天主教发展及欧洲天主教的影

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76 页。 



总结之上，关于爱国会这个很难解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还是宗教的问题。

关于政治和宗教的问题，本来就应该本着：“

““

“凯撒的

凯撒的凯撒的

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

”

24

的精神来处理。但是，事实上，爱国会的问题，使中国几十年来被视为没有宗教

自由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中国爱国会的成立，成为横亘在中国同梵蒂冈之间

的障碍，破坏了中国同梵蒂冈的沟通渠道。更破坏了中国对外美好形象的发展，

为国际社会所病垢，危害了中国梦的实现。 

 

3333....缺乏沟通的中梵关系，在缺乏沟通的中梵关系，在缺乏沟通的中梵关系，在缺乏沟通的中梵关系，在 2000200020002000 年中国自选自圣年中国自选自圣年中国自选自圣年中国自选自圣 12121212 位主教，和梵蒂位主教，和梵蒂位主教，和梵蒂位主教，和梵蒂

冈祝圣冈祝圣冈祝圣冈祝圣 120120120120 个圣人的矛盾中，使中梵关系达到重创，危害了中国个圣人的矛盾中，使中梵关系达到重创，危害了中国个圣人的矛盾中，使中梵关系达到重创，危害了中国个圣人的矛盾中，使中梵关系达到重创，危害了中国的的的的

“内在和谐和“内在和谐和“内在和谐和“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    

 2000 年，中梵关系再次陷入了新的僵局。原因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主

教团，本着“自选自圣”的原则。于 1月 6日，在宣武门的南堂祝圣了 12位主

教。梵蒂冈对此的反应是：“惊讶和失望，是对改善中的中梵关系增添了障碍。”

25

 

 无独有偶，同年 10 月 1 日，梵蒂冈在以台湾主导的前提下，册封了 120 为

中国天主教的圣人。此举，同样遭遇到了中国政府强烈的谴责和批判，认为是梵

蒂冈在挑衅自己。

26

原因是，这些圣人是以前西方列强，侵略者的帮凶…… 

 自从 1964 年保禄六世教宗表达同中国政府交谈的意愿，1967年提出接触的

意愿；1967年，文革开始，中梵的沟通又停止了。甚至在 1968 年，提出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建议。

27

但是，当时中国正在

热热闹闹地搞着“文化大革命”。哪里会有人在当时在意一个，欧洲的“敌对势

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帮凶的头子——教宗，会有什么

好意？” 

 这个中梵沟通在整个文革中，被冰冻了。直到 1980 年邓以明主教获释，政府

恢复了广州主教的职位。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马尼拉的首次亚洲之行，向中国提

出恢复交谈的意愿。并且，教宗任命了邓以明主教为广州的总主教。但是政府对

此的回应是：在 1982年 1月，政府任命了 5位主教。“教廷选择了沉默以对，为

的是不破坏以后再读交谈的可能性。”

28

 

教廷国务院长苏达诺(Angelo Card. SODANO)1999年 2 月发表了一个大胆的

言论：“如果中国有宗教自由，教廷可以立即将驻华大使馆由台北迁到北京。”

29

但是，中国政府反映平平。如果，此时中国政府对此积极回应，也许当时就可以

在中梵关系上，快速进步，至少可以给予台湾和其建交的国家压力。甚至成为通

过建交的国家。从而，对中国国际美好形象，有着极大的帮助。促进了中国梦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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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窦福音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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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 2008 年》，王美秀《中梵关系：现状与分析研究》，（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8），184 页。 

26

 同上。 

27

 陈方中，吴俊德主编，《中梵外交关系六十年史料汇编》，35 页。 

28

 同上，37页。 

29

 同上，39页。 



 时间已经过去了 16 年，现在反省当时的中梵关系公开冲突达到新的高峰的

原因。与其说是固守自己曾经各执的一词。不如说是，两者都没有想到结果会是

这样激烈，和对方的反应会如此巨大。又或者是，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两者都只

能选择“强硬下去”。这个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客观来看，可能是

当时唯一的一个选择。 

 从 1967 年互相之间的尝试接触和交谈，以及已经在经历过文革的寒冰之后

的，中梵之间已经迎来了春天冰融的迹象。但是，因为 2000 年的两次事件。是

梵蒂冈经过同中国政府，很多和很长时间的尝试之后。本来期望可以取得收获的

时候，结果却“颗粒无收”。 

同样，2000 年的这两次事件，使中梵之间的关系，再次后退的很多。这对于

经济已经发展良好，急需国际上取得好的形象和名声的中国来说，损失重大，大

大大

大

大危害了中国梦的实现。

大危害了中国梦的实现。大危害了中国梦的实现。

大危害了中国梦的实现。 

 

IVIVIVIV．．．．再次尝试沟通的中梵关系，促进了中国再次尝试沟通的中梵关系，促进了中国再次尝试沟通的中梵关系，促进了中国再次尝试沟通的中梵关系，促进了中国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国际形国际形国际形

象象象象””””，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梦的实现。    

 

2013年方济各当选教宗之后不久，他很有兴趣也很勇敢地重启了在 2010 年

被中断的中梵对话。 

2014 年 8月，教宗方济各飞机在首度飞越中国领空时，诚挚地问候了中国领

导人及中国人民，而之前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两次访问亚洲时，却没有一次被接

受飞越中国领空。这种变化被视为中国与梵蒂冈关系向前迈进的一步。令外界对

一直胶着的中梵关系开始产生了美好的遐想。 

天亚社 2014 年 12 月 22 日的报道：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回答关于中梵

关系的问题时，证实了方济各教宗在帮助美国和古巴关系缓解后，其外交聚焦点

开始转向了北京。并且，帕罗林枢机还不无兴奋地说：“我们正处在积极阶段，

我敢说前景是广阔的，尽管这条道路还没有走完。” 

之后，教会内外又传出中梵之间谈判了近四年的主教任命协议，已基本达成。

并已经呈交给梵蒂冈方面，正等待响应。 

在 2016年，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方济各教宗接受了香港网络媒体《亚洲

时报》一次深层次的专访。他借着被采访的机会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

同时对中国的文化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2016年的 4月，众说纷纭的协议，谁也没有见到，估计还在两方的口角之间。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知道到目前为止，中梵之间还是进行了三次正式而又不公开

的谈判。第一次是在 2014 年的罗马，第二次是在 2015 年的北京，第三次是在

2016年的 1 月 25到 26的罗马。这是就近很多年没有看到的中梵之间的积极互

动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只要联系和沟通，就是好的进步。据闻，今年

的 11月月底，就会有一些中梵关系的积极性转变，大有可能是关于“主教人选”

的一些两方可接受的可行性尝试。 

中梵关系的近期升温。同习近平本人很想有一番作为：尤其是中国梦的提出。

因此，习主席会特别重视外交层面，对国外的经济援助也是不惜重金。想来，这

也是习近平主席给教宗方济各回信、开放中国领空让教宗方济各的座机飞越、让

双方代表展开直接会谈解决棘手问题的原因和动力。 



而中梵关系的改善，甚至达成协议，对习主席对内惩治腐败之后，对外邦交

的大功一件。因为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大，太多了：比如： 

第一，借着中梵关系的利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自由等攻击会降低。 

第二，借外部的力量——梵蒂冈对欧美国家，甚至台湾政治本身的影响力。

打击一直在“92 共识”和“台湾独立”上，模糊对待的蔡英文政府，

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使与台湾邦交的国家转向大陆。 

第三，有利于使地下教会公开合法化，和使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走向融合，

进而解决地下教会的问题。使中国因为地下教会问题，而被攻击了很

多年宗教自由问题得到解决。 

第四，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自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精神真

空”，诚信都成为问题。合一得天主教会可以在得到适当的、合法的

地位之后，释放自己强大的宗教力量，成为目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

缓冲和释放的平台。 

第五，中梵关系的利好，可以更使梵蒂冈的影响力，推动有着国际背景的，

强大教会医疗、教育、慈善方面的力量，向中国投放大量资源，这也

是中国现在所需要的。 

中共建国以来历届政府从来解决不了的宗教难题，如果可以在习近平主席推

动下解决了，不仅可以实现中国国内的人民幸福和美满，更可以通过梵蒂冈的国

际宗教的影响，为中国的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国家富强

国家富强、

、、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社会和谐、民族振兴

社会和谐、民族振兴，

，，

，提供助力。更能够进

一步奠定习近平主席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反腐之后，大家都有着“做多错多、错少错少”的错误思想，很多国有企业

和个人，都不敢再积极地进行商业和贸易，也无信心去创新和发展。

30

如果梵蒂

冈能够同中国建立一个友好的、互赢的关系。天主教作为一个宗教，一定能够帮

助中国，从到民生上、教育上、医疗上、社会福利上，帮助社会更加和谐；从外

交上，从“一带一路”，到“中国梦的实现”上，起到沟通很多国家的桥梁的作

用。 

 

VVVV．．．．结论：中梵关系，是促进结论：中梵关系，是促进结论：中梵关系，是促进结论：中梵关系，是促进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的“内在和谐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国际形象””””，和中，和中，和中，和中

国梦的实现的晴雨表。国梦的实现的晴雨表。国梦的实现的晴雨表。国梦的实现的晴雨表。    

 本文，通过历史上梵蒂冈同中国的关系的考证和反省，推出了一个结论：当

中国同梵蒂冈有关系和有沟通时，梵蒂冈教廷和其所领导的天主教会，就会为中

国人民的平安幸福的生活，带来益处；为中国的社会带来安定；为中国的民族带

来振兴；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尤其是欧美天主教国家的国际外交带来增益。

从而使中国更加富强，5000 年来的中国梦，就更容易实现。 

 相反的，当中梵外交关系出现磨擦的时候，甚至断绝的时候。中国的“内在

和谐和国际形象”就会收到危害；而中国的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民族振兴和人

民幸福美满的实现，也就会受到损失；而 5000 年来的中国梦，尤其是习近平主

席提出来的，中国梦的理想，就会因为缺少梵蒂冈的影响和助力，而产生对中国

梦的实现的阻碍。 

希望，通过此文的反省和比较，使中梵双方，意识到：多谢沟通，多谢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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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教会和中梵关系走向，天亚社，8月 12日讯。 



求同存异，巩固既有关系，突破重大问题，就可避免双方受到损害，从而产生双

赢的美好结局。双方就可为中国教会的信友，创造美好的信仰生活。而中国的信

徒和教会，也就可以为中国民族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中国人的

“中国梦”和天主的儿女的“天主的国”，不仅不冲突；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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