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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

——湖北谷城沈垭天主教堂历史初探
管文娟
（襄樊学院中文系，湖北襄樊４４１０５３）

摘要：湖北谷城沈垭天主教堂自清朝以来一直是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活动中心，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在罗马教廷
档案中也曾有所记载。笔者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对沈垭天主教堂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以找到中国近代天主教的发展
特点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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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教堂的命运是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

传教士来此传教。何大化等人基本继承了最早进入

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教堂是一座圣殿，但它绝不是一

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教方针，

处世外桃源。２００４年１１、１２月，笔者采用田野考察

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并通过为当

的方法，对谷城沈垭天主教堂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

地山民看病、传授科学知识等方式吸引山民，进行传

发现，它的历史无疑是中国近代天主教发展历史的

教。由于谷城沈垭地处鄂西北山区，人烟稀少，传教

一个缩影。

士在此传教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当时大多数居住

谷城沈垭天主教堂座落在谷城县紫金镇沈垭
村，地处磨盘山麓，湖北省谷城、房县交界处。明朝末

予山洞、茅屋，并没有建筑正式的教堂来进行日常的
传教活动。

年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此传教，后在此建筑了规模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传播

庞大的教堂，成为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活动中心，当时

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矛

在全国颇有影响，在罗马教廷档案中也曾有所记载。

盾和冲突。雍正元年（１７２３）末，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

在清末天主教传教士刘和云所著的《湖北襄郧属教

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

史记略》中就这样写到：“木盘山（即今日磨盘山）会

许进行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堂乃中华全国公教堂重要地区之一，仅稍亚于北京

“禁教令”颁布后，沿海各省率先禁止传播天主教，随

耳，然较他处亦殊安稳也。”［１１

后，内地也大肆搜捕天主教徒。由于谷城沈垭地处鄂

一、沈垭天主教堂在建国以前的教务发展

西北山区，山高路陡，官府很难到达，襄阳、安陆、武

从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遣使会、方济

昌等地的天主教骨干便纷纷逃到这里，并于雍正三

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相继来华，从沿海深入到内

年（１７２５）在该地垦荒并建简陋小堂一座，继续从事

地，逐渐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传教活动。后来天主教北京会长巴多明（Ｐａｒｅｎｎｉｎ）

作为沈垭天主教堂，它在建国以前的教务发展主要

得知情形，派人前来资助，将小堂附近山林一并购下

分为三个时期：

以满足传教需要。雍正九年（１７３１），法籍耶稣会传教

１．耶稣会时期（１６３４—１７８４年）

士胥孟德（Ｐ·Ｇｉｓ．Ｌｕｂｂｅ）来此主持教务，这时，沈垭

明朝末年天主教传人谷城，据史料记载，最早入

天主教堂已成为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拥有直辖

境传教的外籍传教士为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

会口１０余个，教众２０００余人，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ｄｅ Ｇｏｕｖｅａ Ｓ·Ｊ．）翻，后又陆续有其他外籍

多的几个天主教中心之一。可以说，正是由于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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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教令”，使天主教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从而在谷

不可缺少的内容。接着他又开始规划兴建新教堂，光

城沈垭这个荒僻之地兴盛起来。

绪六年（１８７５）１１月５日新教堂奠基，后因毕礼去世

２．遣使会时期（１７８４—１８３８年）

及南熙主教（Ｅｚｅｃｈｉａｓ

１７８４年７月１２ １３，天主教遣使会会长奉罗马

新教堂真正建设时间为１８８０年春至１８８４年秋，历

传教部之命继承管理耶稣会在华教务。１７９０年，遣

Ｂａｎｃｉ

Ｅｐ．）继任停顿了几年，

时四年多。

使会传教士阿本（Ｍ．Ｒａｙｎｏｎｄ Ａｕｂｉｎ）及潘奈（Ｐｅｓｎｅ）

１８８４年ｌＯ月４ Ｅｔ，鄂西北境内第一座西式教

一块儿来到沈垭传教，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天主教

堂——沈垭天主教堂大圣堂正式完工，由南熙主教

在磨盘山地区发展得很快，到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

主持了连续三天的庆祝仪式，礼仪之盛，此地前所未

法籍传教士刘方济各克来（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Ｇｅｇｉｓ Ｃｌｅｔ）掌

有。沈垭天主教堂大圣堂建造费用在十万法朗以上，

管教务时，沈垭天主教堂已管理谷城、老河口、房县

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内外装饰十分精美。《湖北襄郧

等１７个县，教徒达７０００余人。

属教史记略》对它有这样的描述：“度量高十六，长五

天主教在磨盘山地区的教徒越来越多，影响越

四、宽十八公尺。内外气象颇壮丽严肃，分层出线，发

来越大，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给自己带来了灭

圈甚多，而纹理则精巧秩然。大门向正东，雕刻精致，

顶之灾。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谷城知县奉谕禁教，带

左右上下有耳门，以四柱亭覆护之。下二门雕工亦

人前往沈垭拆毁教堂，传讯天主教骨干１９人，并勒

细，教友出入由之。堂面天门之上有大圆窗一，玻璃

令教徒投案自首。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四月，清政府

五彩嵌作十二角形。大门左右有大矩形窗二，左右墙

下令逮捕了法籍传教士刘方济各克来和安徽人沈方

共有大矩形窗十四，高可丈许。堂内窗间壁上悬有苦

济各谷瑞以及本县天主教骨干４５人，邻县天主教骨

路十四处，堂内上方之墙作十字横形，以下砌柱十

干１０人，解省定罪。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法籍传教士

四，为直形，左右分列，限以栏。栏下左为男教友，右

董文学秘密潜入沈垭传教，从习者有谷城、南漳、房

为女教友瞻礼处。讲道台抱此第二柱转上，栏上地积

县和应城等地百姓数十人。道光十九年八月，湖广总

约占全地四分之一强。大祭台有一ｋ之正中大半圆圈

督周天爵下令将董逮捕，将当地天主教骨干崔登触、

下，为十字形之直颈出处。而十字横形上下有墙，其

邓天占等２８人刺字发配到大小伯克去给回民作奴

空间左为修生，右为司铎路所。右下为圣母祭台，左

隶。到了这个时期，沈垭天主教堂仅剩“土墙茅屋数

下有耶稣圣心祭台，设在於下横墙面，以是进堂移望

椽聊为本地司铎居住之所”【３】，天主教在谷城沈垭地

俨然有大小三堂之概。大祭台后圆顶下两大窗正中

区的传教活动也从自由公开转为秘密，进入低潮时

悬有五大圣方济各身发大光举手乘云腾空，而数天

期。

神护拥上升像，面目栩栩欲生，令人望而敬畏。”［４１
３．方济各会时期（１８３８—１９４９）

大圣堂院内还矗立了一座钟楼，这也是鄂西北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境内的第一座钟楼。它１９０２年开始建设，１９１３年竣

在《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

工。钟楼共四层，顶上竖有１米多高的铁十字架，内

平等条约钳制下，清朝政府被迫取消教禁，并规定中

有台阶，可拾级而上。第四层东、南、北三个方向各置

国政府有保护天主教堂的义务，天主教在中国遂又

有铜钟一座，声音铿锵悦耳，乃意大利所赠从罗马运

得以公开活动。

来。平时早、中、晚各击钟一次，提醒教友牢记《三钟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九月，鄂西北天主教区建立，谷

经》，到主日大瞻礼前夕及本１３，就大击大鸣，提醒教

城与保康为１区，座堂便设在沈垭老总堂，第ｌ任主

友前来进行宗教活动。此外，沈垭天主教堂在毕礼、

持教务的是意大利人杨化周（Ｔｒｉｄｅｎｔｕｍ）。次年秋，

南熙任主教期间还建立和完善了修道学院、育婴堂、

杨病死于黄山垭会堂，遂由意籍大司牧明希贤

男婴小会等机构，至此，沈垭天主教堂已成了规模宏

（Ｅｕｓｔａｃｈｉｕｓ Ｚａｎｄｉ Ｅｐ．）代理，住沈垭老总堂。同治十

大，设施、机构较为齐全的西式教堂，其规模在国内

一年（１８７２），意大利人毕礼（Ｐａｓｃｈａｌｉｓ Ｂｉｌｌｉ Ｅｐ．）升

当时仅次于北京天主教堂。

为主教，开始在磨盘山地区大兴土木。他首先买下位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增大，

于磨盘山西面、谷城与房县交界处的玉皇顶山，在山

到民国初年，全国天主教徒已达到１９６万人。这时，

顶树起十字架，并将玉皇顶更名十字山，此后定期朝

谷城已发展为鄂西北教区县城总堂会，下设三个分

拜十字山成为磨盘山一带天主教徒宗教生活中一件

堂，即沈垭老总堂、黄山垭堂会和谷城县城堂会。沈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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垭总堂有１１个会口，即方济各大堂、耶稣圣心会、董

帝国主义者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

真福堂、甘结沟、大小白峪沟、上元、瓜子坡、西沟、下

在全国掀起了“三自爱国运动”。１９５２年元月，沈垭

荒草扒和长冲等，共有教徒２４３９人。

天主堂成立“三自革新委员会”，主任为常和德，副主

抗日战争爆发后，谷城地区的天主教发展进入

任为李国成。三自革新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一是领导

了缓慢发展时期。建国前，谷城地区的外籍传教士已

教徒执行会章，爱国反帝，努力生产；二是管理教内

全部撤走。

财产、事务。当年当地参加革新的天主教徒共计８７６

二、当地群众的反教斗争

名。从此，沈垭天主教堂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

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９０余年问，天主教

地天主教徒在三自革新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着正

势力在中国迅速发展，由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使

常的宗教活动。

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烙上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深

但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８年间，由于历史及自然的

刻印记。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中

原因，沈垭天主教堂天灾人祸不断，遭到了毁灭性的

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教案多达１７００余起。清

破坏：
１９６８年，教堂大圣堂被拆除。

政府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采取了扶教抑民政策。

１９７５年，修道学院建筑在一次山体滑坡中毁于

１８９２年，鄂西北一带爆发反天主教的活动，第
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此禀奏慈禧太后，御使余联

一旦。
１９７７年，钟楼被拆除。

元亦上奏皇帝：“湖北襄阳县和谷城所属地方的百姓

１９７８年以后，沈垭天主教堂又重新恢复了教务

相传，当地天主教堂收买主使匪徒，以毒药撒入井
中，毙人无数，地方以事涉教民，不敢究办，似此情形

活动。
１９７８年，沈垭乡政府在教堂原址拨７问平房作

……官不与理，积之则忿，势必激成事端。”【习同年六
月，谷城百姓群起而攻之，提出“灭洋改教”的口号。

临时教堂。

１９８２年，中共湖北省委发文通知：谷城县沈垭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将军坪陈立端率众推倒沈垭
天主教堂十字架，县府派兵镇压，陈被处死。事后，沈

天主教堂为省重点开放的教堂之一。

垭天主教堂强迫谷城知县允许建立磨盘山团区以保

１９８５年，沈垭‘天主教堂重新正式开堂，湖北省

护教堂，该团区建立后，募集壮丁数十人，组织武装，

省委统战部宗教处负责人、省天主教主教和襄樊市

设监狱，施刑罚，控制了教堂周围地区的军政大权。

宗教局及谷城县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开堂仪

１９世纪末，鄂西北各地人民纷纷建立起白莲教
的支派义和拳组织，进行反外国教会的斗争，沈垭的
形势更加紧张。为了确保安全，天主堂除原有团丁保

式。
１９８７年，国务院拨２万元专款，把临时教堂予
以修缮和扩建。

护外，又组织教徒持械守卫，并商请谷城知县派差

现在，沈垭天主教堂又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

７０人、兵６０人加强保卫。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７月

天主教活动中心，影响遍及谷城、房县、保康等地区，

１８日，谷城西山义和拳首领陈立国、陈立义兄弟率

日常来此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徒有１０００多人。

众进攻沈垭教堂，未能取胜，７月２８日，他们又带领

三百多年过去了，沈垭天主教堂经历了曲折的

２００多人，以土炮为号，勇猛攻打，南熙及众传教士

发展过程，见证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如今，

逃走。

古老的教堂里每天又人来人往，广大天主教徒在这

之后，谷城当地群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反

里进行着正常的宗教活动。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沈

教斗争不断进行，捣毁教堂，打击教士、教民的事件

垭天主教堂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引下，终

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一直到建国前外国教士全部撤

于又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走后才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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