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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文字的影響依然長期存在。可以說，雖然麥

都思在中國期間絕大多數時間在上海傳教，且文

字地域化明顯，但他的著述的影響卻是更廣泛地

域範圍與更長時間的。他的文字更能夠體現基督

教進入中國之初的調適。

麥都思是中國開埠以

後新教文字事工早期的開

拓者，其文字不僅在宣教

史、西學上具有意義，在

語言學上亦有價值，學者

洪惟仁認為麥都思是晚清

最著名的漢語文字學家
[1]。但是長期以來學者對

於麥都思的漢語文字研究

主要集中於其1843年前在
東南亞宣教時的《三字

經》、《地理便童略傳》、

《小子初讀易識之書課》

等 [2]，以及他的聖經翻譯

與墨海書館等角度，對其

進入上海後13年自身的著
述卻缺乏探討。對於麥都

思在上海後的研究，一方面，墨海書館引人注目，

另一方面，偉烈亞力《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
士列傳及著作目錄》中詳列了麥都思的大部分作

品[3]，但是這些著述絕大多數都不藏在中國，也給

學者的研究帶來不便。

敲新舊約之骨髓而咀嚼出之者：

麥都思在滬漢語基督教著述研究
■ 郭  紅、郭  雷

上海大學

經典詮釋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作為鴉片戰爭後英國倫敦會來到上海的第一位傳

教士，對於新教早期在華漢語文字事工而言，他

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繼承了19世紀前期馬禮遜、
米憐在傳教文字方面的

認識，1843之前在東南亞
開拓宣教基地，選擇適應

當地華人的文字；來滬之

後，開辦墨海書館，為中

國近代出版之先聲，同時

他自己仍著述不輟，其文

字對晚清基督教漢語文

字事工影響深遠。

麥都思的漢語著述

風格對慕維廉、艾約瑟、

文惠廉、高第丕等曾在上

海宣教的傳教士的作品

有深刻影響，同時對晚清

中國他地傳教士也有觸

動，尤其在寧波、福州、廈

門、廣州、杭州、蘇州等

地的漢語文字出版都有

模仿麥都思的痕跡。他堅持文字創作面向普通的

中國百姓，除聖經類文字外，他的多數著述文字通

俗、形式活潑，更易為人所接受。他注重宣教文字

與地域相結合，其以漢字拼寫上海土白的方言書

寫選擇，對許多傳教士都有影響。1857年他去世之

摘  要：麥都思是晚清基督教漢語文字事工的基

石之一，這不僅指他在墨海書館的工作，更指他

自身的文字著述。他的漢語文字著述分為東南亞、

上海兩個時期。學者對東南亞時期研究較多，對

他在上海13年中的文字關注較少。在上海時期，
麥都思承繼通俗化文字風格，但更注重教理的闡

述，放棄了前期形式上對中國典籍的利用和對民

俗的直接批判；創作上海方言文字作品，使宣教

當地語系化；不僅引領了19世紀中期上海新教文
字，還影響到他地的漢語著述。麥都思的漢語文

字不僅在晚清基督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研

究當時西方人中國認知的重要文獻。

關鍵詞：麥都思；漢語；基督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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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鄉訓五十二則》到官話《人

所當求之福》：麥都思文字風

格的成熟

麥都思1796年出生，1817年被倫敦會派往東
南亞傳教（期間只有1836年4月至1838年底返回英
國），1843年底到達上海，至1856年9月離滬返英，
1857年1月21日回到英國，24日去世。他近40年的海
外宣教歷程明顯以1843年為界分為兩段，前期在東
南亞馬六甲、檳榔嶼、巴達維亞、新加坡等地，後

期13年的時間都在上海。他在東南亞期間主要以
福建華僑為宣教對象，共計中文宣教著述多語言

淺白、形式多樣，問答體、啟蒙讀本、方言讀本、

《論語》體[4]等靈活的文字形式成為麥都思這一時

期文字的主體風格，為其進入上海後的文字奠定

了基礎。

1842年之後，倫敦會打算把麥都思派到大清
帝國，但一直沒能決定去哪座城市[5]。最初考慮到

上海有很多廣東人和福建人，因麥都思在東南亞

已經掌握福建方言，於是決定派其往上海[6]。1843
年12月麥都思到達上海縣城，由此開啟了他文字創
作的新階段。

據不完全統計，1843年至1858年間在上海出
版麥都思著述共計52種圖書，這些書中有他的新
作，也有對東南亞時期文字的修訂與再版。同一時

期，他的書還在香港、廣州、寧波等地出版，但數

量都無法與上海相比，種類上也多是上海已出書

籍的再版。在麥都思海外宣教的後一時期中，他的

寫作與出版中心都在上海。

在上海出版的著作中，除了頁數較多的聖經

類與教理講道類著作外，最引人注目的則是他的

宣教小冊子。1846年《真理通道》出版後，除聖經
類翻譯與注釋作品外，少有大部頭的著述，基本都

是適用於散發的薄冊。在牛津大學現存的麥都思

作品上，有幾本封面上有紅色印章，內容為：「講

書堂在上洋城裡五老峰後面每禮拜日早講書，亦

在北門外三茅閣西每禮拜日晚講書，要者可以來

聽焉」，即使是1844年96頁的《天理要論》上亦有
此章，可見麥都思著述的主要目的是散發以宣教。

從《天理要論》到1847年《講頭一個祖宗做惡》、

1849年《論悔罪信耶穌》和墨海書館的其他一些作
品上都有此章，亦可看出麥都思上滬著述的重點

所在。

在裝訂形式上注重宣教散發的需要，只是從

表面上看到的麥都思著述用途。從文字風格及內

容而言，上海時期的麥都思文字當地語系化或者

說鄉土化的風格趨於成熟。如果說在東南亞宣教

時所創作的《三字經》、《論語新纂》等是麥都思

利用中國傳統典籍的表述形式，那麼在進入上海

後他的文字更傾向於本土化與通俗化。1856年所
出的《人所當求之福》等12種官話宣教小冊子就
體現了這一點。

追溯《人所當求之福》等12種官話小冊子，可
以與1820年馬六甲英華書院所出米憐的《鄉訓
五十二則》[7]聯繫在一起，韋烈亞力記其為「米憐

《鄉訓》的官話譯本」[8]。《鄉訓五十二則》實則只

有12則，1856年麥都思的12種官話小冊子與之相
對應。據筆者考證，1854年由麥都思修訂《鄉訓
五十二則》而成的《福音廣訓》是介於兩者之間的

過渡版本。《福音廣訓》篇目名稱與1856年小冊子
書名相同，從文字而言，兩者也更趨於接近。牛津

大學藏有一本有紅色與黑色筆跡修改與批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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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訓五十二則》 [9]，文末有朱筆在「鄉訓卷一

終」旁標有「福音廣訓十二卷終」，比較1854年上
海版《福音廣訓》的文字，筆者認為這本有修改批

注的《鄉訓五十二則》是麥都思等人在創作《福音

廣訓》時的底本。這份底本上黑筆與紅筆字體不

一，應有2-3人參與修改工作之中，其中有些筆跡書

法嫺熟，推測應是麥都思的中國助手王韜等人所

為。雖然因承自《鄉訓五十二則》，韋烈亞力將《福

音廣訓》歸為米憐[10]，但是從內容的修改與擴展

而言，《福音廣訓》有諸多麥都思增改之處，所體

現的是麥都思上海的文字特點。

《鄉訓五十二則》、《福音廣訓》目錄與1856年官話本書名比較

1856年12種官話小冊子在書籍的勒口上都有
「福音廣訓」4字。從文字內容來看，這些小冊子
也與《福音廣訓》的血緣更為緊密，可以說是它

每一章的官話單行本。雖然《福音廣訓》是在米憐

《鄉訓五十二則》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是它的內

容更加豐富、邏輯更為嚴謹，字數也遠超原文，更

重要的是，雖仍是文言，但它的文字更趨於典雅但

易懂，符合麥都思上海時期對文字的要求。從《鄉

訓五十二則》到《福音廣訓》再到1856年的官話通
俗宣教小冊子，體現了麥都思本土化文字風格的

變遷歷程。

以「人所當求之福」為例，1820年版《鄉訓
五十二則》在此篇開始為「聖書云：厥恩中乃有活

也。厥，指神天也；恩，神天之恩愛也；活，真福也。

言凡受神天之恩愛者，有真福；凡不受神天之恩愛

者，無真福也。夫福者，人人所願也；禍者，人人所

厭也。然福中有真有假，真福如形，假福如影，求

形者少，逐影者多。能明辨真假，求此而棄彼者亦

甚少」[13]，麥都思在《福音廣訓》中則改為「民之

多言謂『誰之福我兮』，予曰：『願耶和華色相之光

華於我而普照，予歡然喜樂兮，雖旨酒孔多、五穀

繁熟，比之且足。』常思人之常情，無不欲求福而

免禍，然亦在乎知所求與不知所求而已。何則？福

有真假，真福可憑，假福不足恃。可憑者，久而罔

替；來足恃者，得而懸失。乃世人每以真為假，以假

為真者，是豈不知真之可貴？特不知其真之為何

爾！故有誤求者焉。」[14]，後者在闡釋上更清晰。在

官話《人所當求之福》中，所有的文字都以官話口

語的形式直接延續了《福音廣訓》，其伊始為「百

姓多話說：『那個給我福氣呢？』我說道：『願耶和

華的喜容普照著我，我就歡喜快樂，雖然美酒很

多，五穀豐熟，比起他來，尚且不足呢!』每每想人
的常情，沒有不要求福氣、免禍患的，然而也在乎

曉得求和不曉得求就是了，何以呢？福氣有真有

假，真福可以靠得住，假福不能夠靠的。那可以靠

得住的福氣是長久不改的，那不能靠得住的福氣

1820年《鄉訓五十二則》目錄[11]

論人該求之福

論只耶穌為救世者

論人不信耶穌之故

論失羊歸牧

論度日之道

論過年之道

論人知罪求憐之道

論惡者不獲入神國

論祈禱之理

論善人因此世之獲而受益

論善人平安死

論死如夜賊之來

1854年《福音廣訓》

人所當求之福

論救世主只耶穌一人

論人不信耶穌之故

論失羊歸牧

論君子終日為善

論歲終自察行為

論悔罪祈求之事

論惡者不得入天國

論善者受難獲益[12]

論祈禱上帝之理

論善人考終命

論死至猝不及備

1856年12種官話本書名

人所當求之福

救世主只耶穌一人

人不信耶穌之故

失羊歸牧

君子終日為善

歲終自察行為

悔罪祈求之事

惡者不得入天國

善者受難獲益

祈禱上帝之理

善人考終命

死至猝不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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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著就失的。這世上的人每每把真當假，把假當

真的，難道不曉得真的可貴麼？實在不知道這真

的是什麼咯，所有有誤求的人。」[15]

《鄉訓五十二則》中一些不夠典雅的描述亦

被修改，如「蓋我看世人所示之福，都為身壯、財

盛、樂大、爵高、友眾、屋華、園茂、田廣、名揚、壽

長、後多之類」[16]，在《福音廣訓》則被改為「若步

履安康、財用豐裕、爵秩顯榮、第宅宏麗、園林華

茂、田陌連阡、益算延齡、子蕃孫衍之類」[17]，官話

《人所當求之福》直接將《福音廣訓》中這段文字

改成了「若體氣康健、財源豐足、爵位顯耀、房子

美麗、園林華盛、田地廣闊、壽元高大、子孫眾多

等等」[18]。

實際上米憐在1820年出版《鄉訓五十二則》已
是計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解教理，其書序言中記

「夫鄉訓者，即教訓鄉人之書也，言其書之理義甚

為要緊，而其文法字句皆為鄉中無學問之人所可

易曉也……此部雖曰《鄉訓》，然既住於京城之人

亦可看之而受教也」[19]。但19世紀早期新教的這
種為不便於去教堂的人準備的漢語教理讀物雖力

求通俗，但因聖經翻譯與漢語寫作等的不成熟，難

免語句晦澀。麥都思進入上海後，在中國文人的幫

助之下，在《鄉訓五十二則》架構之下重新組織語

句，在通俗的基礎上，重視文字的典雅與優美，

「其文簡而賅，即非學問淹通之士亦瞭若指掌」
[20]。

這種通俗化的文字風格在其《野客問難記》

中亦有體現。《野客問難記》以問答體的形式解釋

教會對中國傳統寒食、掃墓、祭祖、事親之道等的

態度。這種問答體，不同於一般的教義問答，而是

通過「野客」與「墨海先生」的辯論，將對一些中國

傳統文化儀式的批判與宣教相結合。麥都思這一

著述的源頭也要追溯到他於東南亞宣教時在新加

坡出版的《清明掃墓之論》。《清明掃墓之論》本

就是問答形式，文字直白而不雅致，偏向口語化，

《野客問難記》就內容而言，與前者並無大的差

別，只是在章節上更為完整、文字上保持通俗的特

點的同時，重視字句的雕琢，讀起來更引人入勝。

《清明掃墓之論》在辯論祭祖的重要時記「且或有

人言曰：清明之時奉香獻祭非為他神，乃為自己祖

宗父母爾。為孝之子，豈不當祭祀父母乎」[21]，此

句在《野客問難記》中變為「客曰：嘻，異哉！如先

生之言，古禮可盡廢矣乎。清明獻祭豈曰祭非其鬼

哉，乃為己之祖若父也，因其已亡而致其敬，人子之

職也」[22]。

《清明掃墓之論》中一些非常直白的話語則

直接被摒棄，如「且或有人曰：清明熱鬧，人要玩

耍，若止其事，恐冷淡無味矣」 [23]在《野客問難

記》中被改成了「客於是拱手直立曰：諾，謹受教。

子理頗長，拂之不祥。然如子所言，則遊於市不見

楊柳之插門，行於野不見紙灰之亂舞，墟墓之間，

棠梨減色，家庭之際，酒醴無香，恐虛此良辰，不

無可惜耳」[24]。

1857年麥都思的《葆靈魂以升天國論》、《行
道信主以免後日之刑論》、《人當自省以食晚餐

論》都有即通俗又不失典雅的特點。

麥都思在進入上海後的漢語福音文字對東南

亞時期的文字內容與風格有繼承，更重要的是有

改造與完善。東南亞時期，一方面對漢語的理解與

運用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他和米憐等所面對的宣

教人群中的華人主要為福建與廣東華僑，受眾本

身漢語文字的水準亦不高，這是當時傳教士漢語

文字直白淺顯的直接原因。進入中國大陸後，語言

文字環境要求傳教士不能再以這種文風創作，麥

都思1844年的《天理要論》的文字風格已開始有
了變化。

為滿足向社會基層宣教的需求，無論是東南

亞還是上海時期，麥都思的漢語文字一直有通俗

化的特點，即使在到了上海後他開始注重文字的

典雅，但這於他文字通俗化並不相違背。至於上海

方言與官話類宣教文字則是他在這條路上走得更

遠的標誌。艾約瑟在麥都思死後再版其《耶穌教

略》時曾作序談及其對教理的漢語解釋「簡而不

繁，而妙義已賅，固已敲新舊約之骨髓而咀嚼出之

者矣。」[25]麥都思對教理等在漢語語境中理解與運

用，體現了他在進入上海後對中國的深入思考及

對上海的區域認知的加深。與東南亞時期的文字

相比，上海時期他的作品更趨於深刻與成熟。雖然

從表面上看，兩個時期都有通俗化的特徵，但前期

重視啟蒙，以「尚德者」作為筆名，利用中國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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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名稱創作中文著作，並用中國人所能接受

的編纂形式來撰寫啟蒙類作品，將中國傳統的忠

孝節義等道德觀摻雜與基督教教義的簡單語句

中，偏重於形式上對中國文化的利用。且有《清明

掃墓之論》、《普度施食之論》、《媽祖婆生日之

論》、《踏水之事論》等對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間

習俗等直接批判的著述；上海時期這種作法被放

棄，更重視教理的基礎闡釋，在這個過程中對儒

教、佛教及其他中國文化中不利於宣教的因素進

行批判，從前期的《清明掃墓之論》到上海的《野

客問難記》的變化也可以表現出這一點。可以說在

東南亞時期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還較淺，到了上

海之後，他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加深了，在文字形式

與內容上都有了變化。

麥都思上海時期的著述集中在純粹的宗教

福音上，東南亞時期揉和啟蒙、西學類文字不再

出現，慕維廉、韋烈亞力等人接手了這些方面的工

作。可以說，進入上海後形勢的變化及墨海書館、

譯經等工作量大增，使得麥都思的漢語著述只能

集中在宗教福音上。

二、宣教文字的當地語系化：麥都

思對上海方言的記錄

對方言的運用，是麥都思漢語宣教文字通

俗化的重要證據。在東南亞時期，為適應向福建

華僑宣教的需要，麥都思已經編寫了福建方言字

典。進入上海後，官話與上海話就成為他與人交流

的語言工具，作為對語言特別敏感的人，他立刻意

識到這兩種方言對他宣教的意義，開始了新的文

字書寫。

在官話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1856年12本官
話宣教小冊子外，麥都思還有大部頭的官話《聖

經》類作品，1854年出版官話《馬太傳福音書》，
1857年出版官話版《新約全書》。他死後，官話《新
約全書》被多次再版，影響地域大。

考慮到上海宣教，最初是因為麥都思得知上

海有很多廣東人和福建人，[26]正好可以借助原來

在東南亞華僑中傳教的優勢。在進入上海之後，

他確實有一段時間仍向上海的福建人傳教，但同

時也開始了上海方言的學習，很快便將其運用到口

頭宣教與文字創作上。所以在上海之初，他經常安

息日的上午用福建方言宣教，下午用上海方言同本

地人宣教。很快，對於他而言上海方言的重要性便

超過了福建方言。

麥都思在上海方言宣教方面的主要貢獻在

於他奠定了以漢字書寫上海方言的記錄方法，這

一類型的文字在晚清至民國的新教傳教士上海方

言宣教著述中佔據了絕對優勢。1840年代，傳教
士在進入五個通商口岸後面對著千差萬別的中國

方言，為了宣教，方言是他們所必須首先學習的。

他們不僅在口頭宣教時使用方言，還嘗試著將其

運用在文字事工上，但是如何書寫方言可有多種

選擇，在中國他們主要在漢字書寫、羅馬字母書

寫、新建拼音文字三種上徘徊。在五個通商口岸

中，只有寧波與福州的方言宣教文字形式相對單

一，寧波以羅馬字母為主，福州則基本上以漢字

記述平話，上海與廣州、廈門的方言宣教文字相對

多樣化。1860年代前後，上海的方言宣教文字三種
類型均有，有麥都思、文惠廉、麥克開拉啟、淑士

人（Jehu Lewis Shuck）等堅持的漢字書寫和吉夫
人（Mrs. Keith）、范約翰等用羅馬字母的拼寫，還
有高第丕、吉牧師（Cleveland Keith）等創造的上
海土音字（為拼音文字），但對於上海方言而言，

後兩種書寫方式或是著述較少，或是存在時間短

暫、影響也有限，以漢字書寫始終佔絕對優勢。在

這個過程中，不可忽視麥都思的引領與堅持。1844
年麥都思已開始有漢字拼寫上海方言的《祈禱式

文》出版，是最早的上海方言宣教文字。這在五

口中，也是最早出現方言宣教著述的了。在麥都思

的引導下，隨後進入上海的英美傳教士有眾多的

方言宣教作品，構成了晚清上海文獻中的獨特成

份。

麥都思的上海方言著述內容上有聖經類、教

理講道等，形式上除一般的論述外，還有問答體，

其風格以直白講道為主，這是所有方言文字的最

大特點，1845年其所譯米憐問答體《上帝聖教公會
門》體現出了這一點。米憐《天皇上帝聖教公會

門》原文的正文開始為「今兄既想欲受洗禮，我且

問兄數件，請兄說真實的話。因為此禮大緊要，又

因為至尊天皇上帝常聽我等口講諸話，識我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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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諸念，又因為我等現在之言行，並有關係，所以

人不可造次行此大事，亦不可輕亦出言也。所列問

答於左，牧者乃與來求洗之人相言，牧者問，而其

人答也」[27]，上海方言本《上帝聖教公會門》文字

則變為「是行洗禮個先生問，受洗禮個徒弟答應。

老兄既然要領洗禮，我第歇個問儂，一定老實話出

來拉。因為第個水裡淨個禮數是要緊個拉。也因為

最大個上帝常莊聽我嘴裡那能話法，曉得我心裡

那能想法拉。我第歇個說話行事，到之天地末末腳

個日子，全要撥拉上帝審問個拉。介咾人勿要粗草

行第個大事體，又勿要容易話出來拉。底下個問咾

答應，是老師搭之進教個人，介多白話，老師問，要

進教個人答應拉」[28]。

在方言創作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宣教小冊

子，麥都思的上海方言文字貼近上海人的生活，極

其通俗，但用詞相對比較講究。以《講頭一個祖宗

做惡》為例，在講到亞當、夏娃伊甸園裡的故事時

「人起頭本來好個，頭一個祖宗上帝造個辰光心

腸好，曉得為善個好處，忒天堂上個忠臣一樣，

（有）啥老要打緝；作惡個邪事體，學地獄裡個惡

鬼，有啥加添快活呢？」[29]同一時期，美國聖公會

的淑士人的《獨耶穌救靈魂》則更為直樸：「天浪

沒有兩個日頭，國度裡向沒有兩個皇帝，普天底下

沒有兩個真神，真神名頭叫爺火華，造天地人萬

物，真神是天堂浪個天爺，最高最大，最聖最靈，

真神末最愛憐世界浪個人拉，所以施個大大恩典，

打發伊個獨養子耶穌，降垃世界浪，代替我俚個人

受苦難，代贖我俚人個罪孽」[30]。淑士人的《怕死

否》、《獨耶穌救靈魂》與麥都思的《講頭一個祖

宗做惡》、《論上帝差兒子救世界上人》、《講自家

個好處靠弗著》、《講上帝告訴人知識》等都是40
年代後期出現的上海方言宣教小冊子。這些早期

進入上海的傳教士的方言小冊子試圖用最易為當

地人所接受的語言形式達到宣教的目的。

就整體而言，晚清上海方言基督教文字以漢

字書寫為主。在1843年後20餘年的時間裡，上海的
美國傳教士在方言宗教文字方面成果頗多，內容

多樣，3種書寫形式皆有，但是以漢字書寫的作品
最多，而在英國傳教士中則一直是以漢字書寫佔

絕對優勢，這和麥都思對漢語書寫的重視關係密

切。這一點也印證了在麥都思活著的時候，他是新

教在上海文字事工的靈魂人物。

麥都思上海方言作品從內容上包括聖經、教

理講道、禱告文、教義問答，除讚美詩外，其他基

督教文字事工的內容都有，對後來的傳教士亦有

影響，增強了晚清上海方言宣教作品的豐富性。在

他的引導與幫助下，艾約瑟有《上海方言語法》

（1853）、《中文語法：以上海方言為例》（1868，
1853年《上海方言語法》的修訂版）等語法、詞滙
類英文研究出版，1868年在《中文語法：以上海方
言為例》所引用1853年《上海方言語法》的舊序
中，艾約瑟專門致謝了麥都思這位師友，因為他曾

對1853年第一版進行了校訂[31]。1862年墨海還出
版了瑪高溫的《上海方言詞滙集》，以幫助外國人

學習上海方言[32]。

晚清上海基督教方言文字對杭州、蘇州都有

影響，被在當地宣教的傳教士所模仿。

三、區域內外的餘香

1843年至1856年間，除少數幾次短時間離開
去他地外，麥都思都堅守在上海。他自身的文字創

作對當時及之後上海和中國他地的傳教士都有深

刻影響。在他的指導下，倫敦會慕維廉、艾約瑟、

施敦力·約翰等都成為晚清新教傳教士中文字事
工的佼佼者，他們在麥都思基礎上又形成各自的

風格，並且繼續修訂出版麥都思著作。他去世後

不久，艾約瑟在北京再版了麥都思的《耶穌教

略》，即言「余與先生友最密，今先生已辭塵世，永

享明宮，余述先生之遺志而樂為之序，不勝景仰

之志云」[33]，以向麥都思致敬。在與麥都思同時在

上海工作的倫敦會傳教士中，偉烈亞力後向西方

科技文字上發展，艾約瑟則以語言學著稱，麥都思

宣教文字最突出的繼承者是慕維廉。慕維廉最初

是讀了麥都思的《寓華傳道》一書受到了啟蒙，進

入倫敦書院研究聖經並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

1847年來到上海傳教。[34]他亦是倫敦會宗教文字

事工的中堅，雖然他以《地理全志》、《大英國志》

等為後人所知，但他在宣教著述數量眾多，文字深

受麥都思影響。

美國聖公會的文惠廉、美南浸信會淑士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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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方面也受到了麥都思影響，主要即體現在

文字的通俗性與當地語系化上。可以說英美的傳

教士在1843年後的二十餘年中的文字事工有趨同
性，在這之中，麥都思是執牛角者。麥都思死後不

久發表在《六合叢談》的《麥都思行略》評價其

「至東方者，當以麥君為巨擘焉」[35]，這其中也包

含了對麥都思的漢語宣教文字的定位。

除了文字風格的影響外，麥都思關於“God”
的翻譯在上帝、真神、天帝、阿羅訶等上的徘徊也

會對同時期的傳教士產生影響。施敦力·約翰的
《福音要言》受到麥都思的直接影響，1850和1853
年在上海再版時都曾被麥都思修訂。[36]對照1850
年墨海書館版的《福音要言》和麥都思的《天地人

論》，可以看出兩書間的親緣關係。這是兩部以

「阿羅訶」來稱乎上帝的文獻，雖然《福音要言》

是語錄體，《天地人論》以論述為主，但二書起始

都對耶和華稱為阿羅訶進行了一定的解釋。50年
代前後施敦力·約翰在上海與麥都思等人合作翻譯
聖經，當時關於“God”如何漢譯有許多爭論，阿羅
訶是他們借鑒唐朝景教的一種嘗試。此時，麥都思

對景教在中國的流傳很感興趣，並在其1846年版的
《耶穌教略》一書後附有文字記述唐朝景教歷

史，另附《讀景教書後記》，1851年版增加了《大秦
景教流行中國碑序》[37]（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文）。在筆者所見1848年墨海書館出版麥都思修
訂米憐的《十條誡論》的封面上貼有一紙，上印與

《天地人論》書首相似的文字，稱「書稱上帝天

主，即阿羅訶是。凡稱阿羅訶者……」，此紙應是書

出版後被麥都思貼上的，由此可知，在1848年前麥
都思還未用「阿羅訶」這個譯名。

麥都思一度所堅持的以「真神」來翻譯

“God”，也對他和周圍人的漢語著作產生了影響。
他、米憐等在東南亞時期作品在再版時，有的書中

原來用的「上帝」會被改為真神，如麥都思不同版

本《三字經》語句就有「有上帝」、「只天主」、「真

神主」，1843年上海再版米憐的《進小門走窄路》
中的「真神」亦應是麥都思修訂的，1840年代麥克
開拉啟的上海方言《早禱文》和1857年費小姐
（Miss Fay）所作上海土白《創世紀問答》等許多
作品都受了麥都思的影響而使用「真神」和「神」。

1850年前後傳教士在聖經翻譯時曾有許多討論，
為此麥都思還曾出版了數本英文著述[38]。「神」之

稱還影響到了其他地方，1867年寧波版胡德邁著
《主神十條誡》不僅形式與內容參考1848年麥都
思修訂的米憐《十條誡論》，且將其中所有的「天

帝」都改成了「神」。

上海時期麥都思所創作的文字的影響是超越

上海之外的。在五口及香港、澳門等地都有他的書

出版或改編，有的是麥都思的著述直接在當地出

版，而有的則是被其他傳教士借鑒改造後，新編出

版。《天地人論》、《耶穌教略》、《野客問難記》、

及其改編的《福音廣訓》諸篇等在他死後還在

不斷被各地再版，與東南亞時期所作《三字經》、

《養心神詩》等一起成為他宣教文獻的重點。開

埠早期麥都思的漢語基督著述形式與內容引導上

海及上海之外的許多傳教士在宣教文字上不斷突

破，結合中國及所在區域文化和風俗進行宣教。

四、餘論：麥都思漢語文字的漢學

意義

如果說馬禮遜是近代來華傳教的奠基人，那

麼麥都思就是1843年後來華傳教的引領者，更是
基督教漢語文字事工的基石之一。

作為最早來上海傳教的倫敦會的傳教士，後

繼者都認為麥都思為傳教事業樹立了高貴的榜

樣，被認為是教會中的大腦，「他以非常熱情親善

的姿態進行傳教，他宣教的種種事蹟為大家樹立

了榜樣」[39]。從文字上而言，麥都思不僅有大量中

文著述，他還在上海和英國出版了不少英文書

籍，以介紹與深入討論中國與中國文化，可以說麥

都思在漢學上的成就也是同時代的翹楚，衛三畏

1841年時就曾評價「在世的所有漢學家中，沒有一
個人比得上他」[40]。作為開埠以後新教文字事工

早期的開拓者，其漢學成就是由其英文及漢語著

述共同構成。

麥都思英文文字引導西方人更深入的認識中

國，吸引了慕維廉、戴德生等人來華傳教，在英國

漢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19世紀中期漢學史上，新
教傳教士的漢學成就中只有衛三畏、理雅各等少

數人可以與其相比肩。他自身在上海期間的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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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文字的意義不僅在於對1843年後整個漢語基
督教文字風格形成及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有重

要作用，也是研究19世紀中期中西方認知的重要
文獻。因此，麥都思的中、英文文字是當時中外文

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對麥都思英文作品的研究，也

不能迴避同時期與之相輔而行的漢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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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ho Chews out the Marrow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A Research on Walter 
Henry Medhurst’s work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Shanghai

Guo Hong, Guo Lei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Walter Henry Medhurst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Christian Chinese literature 
work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not only refers to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but also to his own writ ings. His writ ings 
in Chinese language ar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Southeast Asia and Shanghai. Scholars have studied 
more about Southeast Asia, but ignored his 13 years’ 
writing in Shanghai. In Shanghai period, he inherited 
the popularized writing style, bu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xposition of the theology. He abandoned the use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direct criticism to the folk 
customs. His Shanghai dialect works strengthened the 
missionary localization. He led the Christian Chinese 
literature work in Shanghai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Medhurst’s Chinese literature work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issionar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s they are the important 
literatur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oncept.

Key Words: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ese, 
Christian, Shang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