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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嘗試順著這一脈思路，聚焦魯本斯相對

盛年時期中的數件作品，其中屢次勾畫了前往遠

東打開傳教局面的耶穌會士形象成為重要的線

索。本文通過對作品細部的把握和對背後時代動

機的解讀，探討魯本斯描

繪東往耶穌會士的創作機

緣、蘊含的東方資訊以及

對後世的多向度影響。

一、機緣與閱歷：

安特衛普的委託

作為弗拉芒畫派的

主要代表，魯本斯極賦個

人特色。他的作品常以誇

張生動、旋轉上升的細部

特寫取勝，因此，他的筆

觸往往能被觀眾一眼認

出，具有標識性。魯本斯

更是一位高產的藝術家，

一生共計完成了三百餘幅

作品，且內容豐富多樣，包

括祭壇畫、狩獵場景、肖

像、寓言和神話故事等。

對於自己驕人的天賦，魯

本斯也毫不忌諱地自我稱讚。[2]

魯本斯藝術事業也具有相當的延展性。眾所

周知，他經營的個人工作室蓬勃發展，無數青年慕

名前來拜師學藝，其中就包括了後世聲名大噪的凡

閱歷與想像
─ 魯本斯與東往耶穌會士際會的藝術箋注

■ 莫  為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

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是17
世紀歐洲低地國家藝術家中的翹楚、巴洛克風格

重大特徵的締造者、天主教復興時期宗教藝術的

巨擎。這些宏大的標籤，也恰好對應了藝術史對於

魯本斯研究的主要路徑。

故而，地域審美、藝術手

法和宗教歷史語境三個

維度凝為一體，使得魯本

斯升格為一種立體的指

代，並在世界範圍的藝術

史研究中取得共鳴。

知名藝術基金蓋蒂

中心（The Getty Center）
研究員斯蒂芬妮·舒拉德
女 士（ S t e p h a n i e 
Schrader）提出了研究魯
本斯的新路徑，[1]即從跨

文化交流史的動態視野

來審讀，比如魯本斯人像

畫中不斷湧現的東方線

索。的確，魯本斯不僅是

天賦異稟的藝術家，能夠

生動表現經典的、具有宗

教意味的形象，更能在細

節上展現自身的閱歷與想像。若對之深入研究，則

可見微知著，以東西交匯的特有視角，將文化影響

的路徑引入藝術家的個案研究，這必將產生新的

思維火花。

摘  要：當下對於魯本斯的研究已逐步突破藝術

史學科範疇漸入中西文化交往的動態歷史語境。

作為低地國家巴洛克藝術風格的傑出代表，魯本

斯的藝術活動一直同耶穌會的使命緊緊相連，地

理上從歐洲大陸延展至渺遠東方，形式上從實

用建築至繪畫造型，內容上從聖徒事蹟至商賈剪

影。魯本斯與耶穌會藝術交往的閱歷打開了他與

東方間接相遇的可能性，他專為耶穌會定制的藝

術風格，滿足了修會所寄望展現的宗教感悟，更

將之帶往東方世界。因緣際會之下，魯本斯與東

往耶穌會士產生重大交集，並在宏大的藝術活動

中留下箋注，既滿足了西方世界對異域東方的想

像，又成為跨文化的藝術史中最靈動鮮活的細部

例證。

關鍵詞：魯本斯；耶穌會；中西交通；東方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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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同時，他還
鑽研古典文化，收集相關藝術品和文物，並以外交

官的身份廣泛交遊。作為外交官的魯本斯具有極

高的語言天賦，他能說流利的拉丁語、意大利語、

法語、荷蘭語，這也為他出任各個國度使節提供了

便利，先後在曼圖亞、羅馬、馬德里和熱那亞的宮

廷擔當外交使節。魯本斯藝術家

和外交官的身份是相輔相成的，

歐洲大小公國的領袖欣賞他的藝

術才能，便賦予他額外的權力。

這也使得他具有極為強大的關係

網絡，魯本斯的藝術贊助人包括

了曼圖亞公爵、萊爾馬公爵，巴伐

利亞公爵、奧地利大公和公爵夫

人以及安特衛普的首長等。有意

思的是，這些貴族贊助者們通常

也是羅馬天主教會的擁躉，其中

一些人在得知魯本斯來自於一個

加爾文宗家庭的出身時，感到極

為驚訝。的確，魯本斯是在10歲
時隨家人一起改信的天主教，而

非來自世代虔信的教友家庭出生。並且，藝術史學

者中還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魯本斯家庭之所以

改信，並非出於信仰的變化，而是為避免宗教迫害

的權宜之計。不過，對於絕大多數的藝術愛好者而

言，魯本斯的藝術才華結合著天主教信仰，是反宗

教改革最具張力的表現形式之一。

魯本斯的藝術表現手法幫助他得到了天主教

內部希望能發生相應變革的力量的青睞，這其中

尤以耶穌會為代表。對於耶穌會而言，魯本斯擅用

明朗的色彩以及大膽的構圖來描繪那些生動且極

富戲劇性的宗教場景，這正符合了修會希望抓住

觀看者注意力的設想。於是，雙方的合作水到渠

成，在1600年左右就已經開始。自1600年至1609
年，魯本斯在意大利停留期間，曼圖亞公爵文琴佐

·貢紮加（Vincenzo Gonzaga, 1562-1612）委託他在
當地耶穌會教堂中的貢紮加家族小堂作畫三幅。

魯本斯巧妙地利用空間結構，並列呈現《基督受

洗》（t he Ba p t i sm o f Chr i s t）和《基督變容》
（Transfiguration），並將其中的人物形象都換作貢

紮加的家族成員。[3]而後，在熱那亞，貴族贊助人

邀請魯本斯為新建的耶穌會教堂作祭壇畫，主要

描繪耶穌出生後取名的儀式，畢竟這一場景對於

耶穌會來說意義非凡。魯本斯和耶穌會的多次合

作可以說是比較愉快的，借助他作品的表現力，耶

穌會的藝術風格也打上了明快華麗的烙印。

圖一、安特衛普耶穌會教堂的巴洛克風格外立面

魯本斯和耶穌會之間的交往，在他回到故里

安特衛普後繼續深入。1609年，魯本斯成為當地耶
穌會聯誼會的一名成員，這是一個專為在俗的已

婚男士舉辦的團體。他慷慨地為這個組織捐出自

己的作品，著名的《聖母領報》（Annunciation）正
出於此。這番交集使得魯本斯開始大量接手耶穌

會教堂的裝飾工程，修會在多瑙河畔的大教堂都

有魯本斯的印記，如布魯塞爾、諾伊堡等。

而要細數魯本斯對耶穌會藝術最大的貢獻，

屬安特衛普的耶穌會教堂首屈一指（見圖一）。這

項委託的完成耗時達九年之久（1613年至1622
年），也正是在那裡魯本斯為耶穌會的創始者伊納

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和遠東
開教先驅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
1552）繪製兩幅具有紀念意義的祭壇畫。但事實
上，這兩位真正得到羅馬教廷的祝聖要到此後的

1622年。顯然，魯本斯的藝術嗅覺顯然具有前瞻
性。移目側邊小堂，《聖母升天》（Assumption of 



歷
史
文
化

莫 

為
：
閱
歷
與
想
像

６７

the Virgin）和《逃往埃及》（Flight into Egypt）的
聖經故事得到描繪。主祭壇的壁龕以及三十九幅

天頂畫，也由魯本斯操刀設計，並囑其好友著名雕

塑家範·米德爾特（Hans van Mildert, 1588-1638）
親力完成。[4]這組設計從中間延伸到兩邊的走道

拱頂，並向下銜接到兩側浮雕，構成一個整體。

祝聖者、米蘭大主教及文藝復興時期神學家嘉祿·
博羅梅奧（St. Carolus Borromeus, 1538-1584）重
新命名並沿用至今。

來自故鄉的委託，打開了魯本斯的藝術創作

的重要契機。一方面，魯本斯在主持設計期間，利

用安特衛普耶穌會住院的藏書，從中學習到許多

較為先進的意大利建築理論，並將所學付諸實

踐，又運用回了安特衛普的委託中。另一方面，他

借此機緣結識了不少親赴海外傳教的耶穌會士，

在他們折返故里的途中，停留在安特衛普的間

隙，魯本斯用畫筆定格了重要的藝術瞬間。之後的

數年中，他陸續又為弗拉芒地區的耶穌會貢獻了

多件藝術品，並合作至其暮年。

二、想像與重構：沙勿略奇跡中的

東方剪影

前文提及魯本斯為安特衛普教堂繪製的作品

中有一幅有關於沙勿略的作品在主祭台一側的立

柱邊，該作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奇跡》（Mir-
acles of St. Francis Xavier, 下簡稱為「沙勿略的奇
跡」，見圖三）。作為耶穌會的七位創始者之一，沙

勿略是大航海時代遠赴東方開教的先驅。他於

1542年抵達印度，在此後的兩個世紀中，近2100名
耶穌會士追隨著他的步伐來到東方世界，在葡屬

領地中建立起多個教務中心。這些傳教中轉站如

印度果阿（Goa）、中國澳門（Macau）[6]、日本長崎

（Nagasaki）都成為早期現代化時期中東西文明
交通的樞紐。

1541年4月，沙勿略同葡萄牙新任命的印度
總督一同從里斯本搭乘聖地亞戈號（Santiago）出
發，繞道莫三比克（Mozambique），並於次年6月抵
達果阿。出發前葡萄牙國王希望他能帶上一名僕

從，可沙勿略婉言謝絕了。船行途中，他已經開始

做詳實的見聞記錄。時值大航海初期，行船並沒

有相應的衛生醫療保障，聖地亞戈號幾乎成為一

座漂浮的醫院。船上不時傳出痛苦的呻吟，一些

感染疾病的人甚至連最基本的照應都無法得到。

沙勿略主動承擔起照應病患的任務，儘管他自己

也感到不適。這一路的顛簸並未消磨他的毅力，

反而更加堅定。

圖二、主祭台的正面觀感（含壁龕、半圓穹頂與浮雕）

魯本斯對於安特衛普的耶穌會教堂傾注了大

量的心血，他參與教堂周圍的環境設計，嘗試從觀

看者的審美感受出發，帶來全新鮮活的欣賞體

驗。主祭台（見圖二）是獻給耶穌會祖羅耀拉的，

魯本斯利用上方半圓頂的中心眼透射自然光，灑

向周身多彩的大理石祭台主體，將聖母和聖嬰的

純潔形象凸顯出來，這一立體景深的效果，強化了

視覺震撼力。至於三十九幅天頂畫則描繪了《舊

約》與《新約》中的重要畫面，將早期的教父與女

性教徒佈置在其中，使得觀看者的感官從天堂轉

入人間短暫的迷狂。[5]綜合來說，安特衛普的耶穌

會教堂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的裝飾都具有相當強

的感染力，將藝術表現手法作為修辭術，旨在使得

教堂的觀看者能夠將自身的宗教感受折射出來，

加強信仰。由於耶穌會於1773年遭到鎮壓，安特衛
普的耶穌會教堂被迫關閉，六年後再度啟用，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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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風週期迫使沙勿略中斷了前往更東方的目

的地，而在果阿停留了多時。此間，他用葡萄牙語

和當地人溝通，試圖將自己在里斯本和博洛尼亞

的街邊傳教經驗移植到當地。輕揚的鈴聲響起將

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果阿市鎮廣場的中心，然後

他向孩童和奴僕們宣教。城市邊郊的信徒們能夠

使用簡單的葡萄牙語和歌謠來傳遞信仰。這個方

法在當地的神父中逐漸流行起來，信仰人數也多了

起來。平信徒在當地神職人員的引導下，參與籌辦

了聖保祿學院（St.Paul College）。最初這是一座修
道院，旨在為印度當地和東亞使命培養神職人員。

沙勿略提議讓耶穌會士來授課，後耶穌會逐漸成

為這座學院的管理者，到1551年葡萄牙國王正式
將聖保祿學院捐贈給耶穌會。[7]因此，聖保祿成為

耶穌會教育體系中第一所「學校」。

沙勿略在果阿傳教數年，期間不斷聯絡在歐

洲的耶穌會同伴，請他們向東方派遣更多會士，也

向葡王彙報進展，並要求更多的經費支持。 [8]而

後，沙勿略啟程前往婆羅洲、馬六甲、日本和中

國。

略站在陌生大陸的異教聖殿高台之上講道，手指

向的上方是聖母顯靈和天使群像。此時異教神像

紛紛破碎，他請求賜予力量，助他能夠治癒瘸腿的

人和天生盲苦的病患。前者對應《使徒行傳》中關

於彼得、保羅的一段經歷特寫，後者則為《路加福

音》和《馬可福音》中記載的耶穌事蹟。在魯本斯

的妙筆下，沙勿略呈現出了至高無上的力量。

圖三、魯本斯繪製的祭壇畫《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奇跡》

魯本斯所作《沙勿略的奇跡》是一組重構，

將聖經故事、事實記錄與主觀想像交融化一。沙勿

圖四、魯本斯的素描：身著長袍的人物像

整幅作品採用的是典型的歐洲繪畫手法，但

對於群像的描寫則成為該作品為人熱議的重要切

入口。魯本斯側重描繪多元族裔組成的聽眾群體，

他們帶著懷疑、著迷、驚訝的表情，聆聽沙勿略傳

播福音。群像裡，有身著印度紗麗的女性，有頭頂

戴著象牙卻留著西式鬍鬚的亞洲男性，其中有一

位身著精美絲質長袍、抬頭仰望沙勿略的人像引

起不少研究者的興趣。關於他究竟對應東西交流

史中的哪位重要人物，學界眾說紛紜。有一種觀點

認為，他的原型是一位朝鮮人。極有可能是佛羅倫

斯商人法蘭西斯·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 1573-
1636)在《世界周遊記》（My Voyage around the 
World）中提及的在日本長崎買到並帶往歐洲的朝
鮮僕役，[9]這個人物形象在魯本斯後期的作品也再

次出現。從洛杉磯蓋蒂美術館收藏的一幅紅黑鉛

筆素描中，這位扮相高度相似的形象再次登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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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這幅素描是在1746年英格蘭的一場拍賣會
上被拍獲的，與之一同競拍的是另一幅魯本斯的

作品。不過，這兩幅組成一個競拍件，一併取名為

「魯本斯筆下的兩位暹羅神父」。但是20世紀30
年代，藝術史學者沃特利（Clarie S. Wortley）糾正
了這種偏誤，畢竟歷史上暹羅使團並沒有在此間

訪問過英王。且從服裝上來看，這更像是朝鮮的長

袍式樣，因此該形象便被喚作「朝鮮人」。此後，學

者們不斷將這個人物可能涉及的歷史爬梳出來。

他是朝鮮的一名戰俘，後來被日本人轉賣各意大

利商人充當奴僕，並在1602年來回意大利，成為第
一位來到歐洲的朝鮮人。從這個觀點出發，結合魯

本斯於1605至1608年在羅馬常駐的經歷，似乎也
是能解釋得通。

了萬丹和中國。

弗拉芒漢學家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認
為這幅畫是中國和低地國家展開文化商貿交流的

直接佐證，上溯至晚明時期的互動為雙方在整個

早期現代化的交流帶來重大便利。[11]在他看來，

這張彩繪像，現在或許應該被重新命名為「中國商

人興浦的肖像」。至於興浦是否為「沙勿略奇跡」

的目擊者，還需要在證據鏈上補足更多支撐，但是

魯本斯對於具有異域情調的嚮往與好奇，為東西

交匯留下重要的箋注。

三、適應與承襲：金尼閣的儒士像

1999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繪畫展品部門獲
贈一幅魯本斯所繪製的彩色鉛筆素描畫（下簡稱

「大都會所藏」，見

圖六），與上述提及

的18世紀中葉在英
格蘭拍賣的作品在

風格上如出一轍。

魯本斯畫中人物著

中式儒家文人服

制，卻是西方人深

邃的五官輪廓。

在這幅鉛筆素

描畫中，他仔細選擇了不同的顏色，以棕色、黑色

勾勒人物頭部和臉部輪廓，衣服則以青色和黑色

來搭配。魯本斯深知具有象徵性意義的顏色通過

服裝式樣、時代背景都能夠展現人物身份，顏色是

靜態繪畫中極為重要的表達工具。通過傳教士帶

來的「東方知識」，魯本斯瞭解到對於中國人來說

黃色是不能用作衣服的顏色的，因為那是為帝皇

所專用。魯本斯選擇黑色作為人像的服裝色彩，並

非是將黑色視作為中國儒士專用，而是對應耶穌

會士的身份象徵。在歐洲的耶穌會士常常著一身

黑袍，極具可識別性。在這幅素描畫的左下角，魯

本斯僅僅寫下年月「1月17日」，年份經由多方考證
被鑒定為1617年，[12]恰對應安特衛普耶穌會教堂

的委託時期。

法國耶穌會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ĩtre, 
1889-1975）就曾嘗試通過三幅相關畫作中的人像

圖五、中國商人興浦的彩繪像，大約於17世紀初期完成

還有一種觀點更經得起推敲，近年，荷蘭學

者韋斯特經（Weststeijn）經過考證賦予其新的身
份，認為這是中國商人興浦（Yppong）[10]，他也是

最早抵達荷蘭的中國人。在荷蘭人尼克拉斯·德佛
里斯（Nicolaas de Vrise）的友人簿中，藏有一張他
的彩繪像（見圖五）。上面恰好有興浦的肖像和親

筆字。他的裝束、相貌，均與魯本斯那幅素描相

仿。畫冊上的漢字將他稱為：「大明之焚，客興

浦」，其下內容介紹了興浦的個人經歷「大明山客

興浦，來萬陳下港，來西難州，來何難州，歸去萬

陳，去大明山。西難州，一千六百年又乙親，燕畫

理，日無里六，舍字為記。」介紹了興浦的祖籍是中

國，他曾到爪哇西部的萬丹（Bantam）從事貿易活
動。1600年，興浦乘坐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途徑
爪哇，到達荷蘭澤蘭省的米德爾堡，一年後又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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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勢等細節來鑒定，[13]除大都會所藏之外，另有法

國杜埃美術館的藏品以及凡·戴克的素描草稿。最
後得出這位體形清瘦，面部呈現三角形，蓄著山羊

鬍，身著中式儒士長袍的人像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他來自弗拉芒地區，耶穌會
士兼學者，是將天主教信仰在東方世界的傳播者，

也是中國使命的成果向歐洲發佈的重要人物。

作為同鄉人，金尼閣的中國描述給魯本斯帶

來了大量的啟示。金尼閣帶回歐洲的東方物件中，

正有儒士的服裝。魯本斯邀請金尼閣換上，並為其

作像。[15]金尼閣畫像上的絲質長袍展現了利瑪竇

的影響力。眾所周知，利氏抵華後深刻意識到耶穌

會在歐洲的、甚至亞洲其他地區的服裝樣式（服

飾僅是個中一例），並不適合「中國使命」。基於利

氏對於中國的認識，他建議抵華耶穌

會士「易服」，換上中國儒家文人的

長袍，這有利於他們接近中國社會的

權勢階層，走「上層路線」將有助福

音傳佈。[16]魯本斯曾經在1595年的一
封信中詳盡地記錄了利瑪竇提及的

長袍細節：長袍通常為紫色絲綢質

地，領口鑲拼藍色絲綢，長度略短於

一掌之寬，袖子和袖口採用同樣的鑲

拼方式。利瑪竇建議耶穌會士選擇更

具有精英階層象徵的儒士服裝式樣，

而不是傳統儒生長袍。

凡·戴克隨魯本斯學習宗教畫出
身，深受魯本斯華麗風格的影響，但

他在繪畫技法與色彩運用上也都保持了自己謹慎

而靈活的態度，藝術史一般認為他是典型的巴洛

克肖像畫家。由於凡·戴克的肖像畫手法上承繼魯
本斯，下對英國的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1723-
1792）、勞倫斯（Thomas Lawrence, 1769-1830）等
人都有影響，直至19世紀。因此，在一定範圍上，可
以將視作為「魯本斯的影響研究」。就西儒像這幅

單件而言，雖為同年的作品，但兩位畫家的藝術手

法和風格也已經體現出了差異。魯本斯的手法相

對嫺熟，能夠以比較溫和地運筆方式勾出側邊的

面部姿態和服制特色。而凡·戴克選取的正面角度，
人物的手部被藏在儒服的袖褶中，因而服裝層次

的特點被更多地體現出來。

不過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凡·戴克這幅作品收藏
在紐約摩根藝術館（Morgan Museum）的素描像，
實則為鄧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的畫
像。耶穌會士鄧玉函原為教宗所設猞猁之眼國家

科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的科學家，曾與伽
利略共事，也是金尼閣折回歐洲招募的來華耶穌

圖六：西儒素描像（左為大都會收藏的魯本斯作品， 

右為凡·戴克作品）

1611年，金尼閣抵華，在隨後的兩年中他迅速
地掌握了漢語的書面表達及口語，改換上中國儒

士文人的服裝同他們交流。1613年，他受命返回歐
洲。此行的目的非常重要，首先是向歐洲傳回耶穌

會在這個龐大的異質文明國度中的傳播福音成

果；其次是希望能夠說服歐洲天主教國家能夠提

供更多資金來支持這項事業；最後為更好地補給

中國傳教事業，他此行需要招募更多的傳教士，並

收集大量西方書籍。返回歐洲的船上，他將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劄記整理為《基督徒
遠征中國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
nas），嘗試在歐洲出版，這是他遊說的重要工具。
金尼閣也將東方許多新奇的事物，帶回歐洲，以滿

足他們對於東方奇異國度的想像。[14]在歐洲停留

的整個過程大約是五年，金尼閣於最後的階段折

返到家鄉弗拉芒地區，這段時間恰好與魯本斯全

心專注安特衛普的委託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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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之一。鄧玉函於1615年正式加入金尼閣遊歷
歐洲，利用自己的聲望幫助籌募資金與各式資助。

鄧玉函與金尼閣歲數相近，他們一行達到安特衛

普時都已經是四十歲左右了。但很顯然金尼閣顯

得更為蒼老一些，畢竟在中國艱難的開局事業，以

及往返中歐的長程跋涉，難免消磨了一個人的光

彩。1618年4月，金尼閣帶上他在歐洲的「成果」，
攜數名科學家耶穌會士及被譽為「文藝復興種子」

的西書七千卷返回中國。至於凡·戴克留下的西儒
素描像究竟是誰？答案或許留在1617年的安特衛
普，在那裡魯本斯與凡·戴克面對著東道而來和即
將東往的西儒，共同留下他們的剪影。

東西交通的歷史磅礡浩大，藝術僅凝練了其

中靈動的一小部分，耶穌會全球活動則是穿針引

線的重要契機。當下的研究者們已然注意了東西

藝術互漸的眾多案例，切入人物如吳漁山、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等藝術家，也著眼於建
築等側重北京北堂、南堂、圓明園等。當然這些都

屬於兩相交匯中國場景的書寫，而西方藝術場域

的先聲也是另一片亟待拓展的精彩領域。魯本斯

的畫筆定格了與東往耶穌會士的交集，呈現出中

西文明初遇階段天時地利人和的機緣際會。當然，

魯本斯僅為個中一例，更多的靈動史實，有待熱愛

藝術與歷史的學者們進一步揭開。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規劃基金「比較視

野下的近代徐家匯漢學研究（1842-1952）」（項目
號：21CZS04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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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on Ruben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astward Jesuits 

Mo Wei (Fud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
eign Studi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urrent progress on the studies 
of Rubens has gradually broken through the scope of 
Art History and entered the dynam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Baroque style of the Low Coun-
tries, Rubens’ artistic activities had alway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the mission of the Jesuits, extending geograph-
ically from the core European continent to the rim of 
Far East, aesthetically from practical architecture to 
paintings, and thematically from Saints’ deeds to mer-
chants’ silhouettes. The art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Rubens and the Jesuits initiated the possibility of his in-
direct encounters with the East. The Jesuit style, found 
by Rubens, satisfied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religious 
insights of the Order could be conveyed and extended to 
the Eastern end of the world. Under the most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Rubens and the Jesuits commissioned to 
the East had a major intersection, which had left impres-
sive notes on the grand art activities. Their joint efforts 
functioned as the most vivid illustrations satisfi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xotic East from the West end, and 
also suspended the most agile moments in the Art His-
tory 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oss-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Rubens, Jesuits,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 Imagination of the E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