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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
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高应达
《钢仁学藏致史系，贵赠糖仁５５４３００）
摘要：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往是以西方宗教文化为前趋的，农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如此．
本文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铜红地区的传播历史。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的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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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殛方文化对责蛔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酋

一定程度上对百官众躐产生影响。当南明政投失败后，

起子宗教豹终入，宗教文往残为蠹速少数民族聚先了解

这整入使教落或癌藏予少数民族缝区，嚣始了少数民族

西方先进文化的窗口．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部分少数民

地区两方宗教文亿的传播。这些南明遗民，面对清王朝

族的文化观和生活观。

的统治，只能秘密生活于民间，很大稷度上只能自己坚

近代巾鞭方文化的交流。是在不对等的环境中，即

守信仰，即使有传教活动也只能在自己的子弟中传播，

鞋；孛突懿形＿舞：蓑舞露。天主教髑基警教在黔东镶仁等趣

不霹熊在晁闯产生大鼹影响。爨瑷在１６８４年馥蘩，嚣方

的传播，大概可以分成两丈阶段：明末清初剽遂光年闻

宗教传播往往只雅秘密进行。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年）

为天主教的秘密传播时期，邋光后期至民国年阃的发展

贵Ｉ；圈成立代牧区，天盘教和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公开

时期。当然新中国建立后，潮方宗教由于受政治环境的

传播。可是罗马教皇却予１７０４、１７１５年两次颁前ｉ‘‘禁谕”，

影响也有一个由禁止转播到改革歼拔后宗教信仰自由两

禁媳中蓬天主教徒祭橼祭魏，禁止中嚣教徒使用“天”

个除段，霞不在本文研究豹蔽豳内，本文只捧篱簧豹夯

或“上帝”静称呼，禁止在教堂内悬挂“敬天”豹匿禳。

绍。本文所指西方宗教，只涵盏天主教和基督教，其他

罗赐教廷无视中国的传统，完全照搬西方的圣经教义，

宗教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试网将宗教的权威和囱己的意志强加给巾国。这种带有
殖民色彩的做法，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中国传

｛。天主教在黔衰各地少数憩搂社会中豹健播掰史

统士天夫静坚决抵割，藤爨毽试鸯这予涉孛嚣内政，遂

ｌ。１．天主教在黔东铜仁各她少数民族中的秘密传播阶

予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下令查禁全鞠天主教。贵嗣

段及其特点

地方政府也对天主教的传播进行了严格蠢禁，而且时间

据法文本‘贵州教史》载：“巴黎外方传教佘创始人

最长。雍正、乾隆皆严厉奁禁天主教，并令广东巡抚孙

巴侣主教ｑ－１６８４睾《表，．＝．，－－－－Ｉ－三粤）死于福建，约在阂

圭毅囱在华嚣入、洋襄发滋警誊：。如萼鸯手犯磅令，毒厶

一时期，费斓茗歼发现宥簸沈的教友”｝｜ｌ。遮怒镶仁少

行派疆者，蘑耋从重严办，不能再邀宽舆．”喇故露捧

数民族最早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的历史记载。两方宗教传

制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贵州的传教活动越来越秘密。

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大糕度上可能与南明政权在贵

铜仁石阡的天主教传入较早，并没得到很大发展。嘉庆

州的活动有关洲。

十七年＜１８１２年），漓廷风翅贵州传习灭主教，各乡聚

塞予囊明皇室，特鬟霆内容夭部分人信静夭雯教，

集数中入及吾余入不簿，漕廷“谕令”将黄葱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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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铝阚，江嚣天主教缝舄姓，嚣爨避窝府查禁，

大郝分是磊阡教徒。舔阡天主教褥到了羲蓼掰未有的发展。

潜来磊阡城夕｝居住，秘密在家中旋事宗教活动。遥光初

簸阏治六年（１８６７攀）到民篷初期，藉阡先后有施绵、

年，原随法困传教士来贵州秘密传教的中国“传教先生”

骆输清、丁若望、郭德祺、尚友善、陶汝仁、翁儒、路

孙本笃潜入石阡，与吕姓教徒会合，在家中秘密传教，

德明、罗伯雍等传教士常住石阡传教。贵州主教李万美、

并为蜀孑忠义、沈锡之、冉镜艇等秘密洗扎入教。尉期，

博德业、苏德文、润黧等痊分剐巡视石鼯教务。光绪十

嚣往予愚囊蔡城豹酉蠲蒸亵入在家孛秘密举行震教蔷铆

嚣笨（１８８８年），ｌ＋麓鎏在吕姓后陵修建一痉本结构酶

活动，并歼始秘密接收信徒。

教擞。光绪二十八年鬣三十年（１９０２

１．２．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的传播开始公开化，特别

陶汝仁新修经堂及北楼于西城内北侧。

１９０４年），教徒

是１８６０年，中法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

德江天主教也得剿了很大的发展。光绪八年（１８５９

莺戆砖教黪教，天主教在黔零各逢送入了一令发袋时期

年）予大堡场盏天主教堂，因群众疆壹来袋。到１８８９

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筇），法国传教±蓑义灿曾在

年时，德江共有４１个传教点，天主教徒９１２人。１８９８

距石阡１；谶的苏羊场子一带传教，石阡的天主储徒发展

年９月法国神甫卜多棘·士杰在上街建起一幢五柱四列

到２０人；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贵阳天主教区设立石

三删的木结构经堂。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德国耶稣

阡分教区，阉时增拥了在蒙古地区入教熬沈姓教徒：吞

圣心会接替法国巴黎终方传教会在德淡传教，属石野ｌ强

阡天沈老麟在贵陌入教，并与誊姓教徒结婚磊圈劐磊阡。

赛牧送，包德美任穰ｌ港。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中英中法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

民国初年，贵阳教区遵照罗马教廷旨意，将石阡划

签订后，衡阳教仄指定传教士林若瑟、扶苏二人负责石

归荧困苦难会传教。民国十年（１９２１邻），苦难会派艾、

盱教务。髓年，石阡雷家电人雷南轩、雷成哉（一说雷

孙二传教士来石阡，魁堂区狭小，财产全无，数月后离

整责、霉联篱）霆与孛坝李熬入努富司，诉至省城，获

去。次年，终德臻在舔嚣瑷建教堂囊楼、缝房、诊所、

贵阳天主教的资助而入教。时因清军在石阡与“譬军”激

学鬻等砖木结构房十余幢，并在天主教会四大瞻花日向

战，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衙等回家劝导族人入教无果。

外开放，加大活动强度，并设诊所为非毂徒免费，膏病。

次年，贵州提僻刚兴恕、贵州巡抚何冠英密令令省在适当

以吸引民众入教。同筇。罗马教廷将石阡划给德同耶稣

时壤系搏传教士。省走疑嚣袁磐、瑟蛾惩处发生教寨，锅

圣必会负责搀教活动。

仁各缝的传教活动再次转入商艘秘密活动状态。

民国＋三年（１９２４年）天主教开始“中国仡”，在

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天主教传入德江县境。法国

石阡起用中国神甫胡梓陌任石阡天主堂本堂。同年，德国

巴黎外方传教会（直属罗马传信部）传教上布沙尔·嘉

圣心会传教士文德海（任教区长）、包德美和一个孙姓神

略到大堡（规德江县城城区一带）、熬茶进行传教活动，

煮接餐石阡教区。民黧卡七年（１９２８笨）德国传教士步

嘉略在大鏊场老衡买一琵房佟传教活动场所。囊予当时

和旅、嚣兰德、寿溪｛鑫三入来石器，包德受继续任教区长。

境内禁教，其传教活动没宵多大成果。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满廷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

民圜十八年（１９２９年），一位德国寡妇捅巨款修建德江经
堂，１９３４年落成，德江首次出现西式砖术结构建筑。

谕令惩办羽兴恕。额任云贵总督劳崇光、贵州巡抚提督

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罗马教廷批准石阡分设教

张亮摹联镦东告，晓途全雀窝筵，天主教“童以磅人为

区，定为赣赛教区，舔强砖主教癀逶行蠖籁秘建设，修

善，并无他意，诸色人等是否情愿习教，各听嚣便”，给

建了神甫大楼和修女犬楼。同年，石阡必主堂有德国籍

予天丰教徒火力支持；同时对地方官民施以极犬压力，

传教士、修女、修士熬３５人．分住３个传教点，有教徒

“倘经此次训令仍有不守大义之徒，固执偏见，挟私逞
忿，欺凌扰害，或捌逞浮富，捏词顿貉，灵ｌｊ是繁螃，定

近３００人。
＆阖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五歼瞧器牧送歪式戎立，

予严拿究办，缝以违抗谕嚣宅器，决不鼯宠”删。石阡

步褪施任主教，下辖蠢阡、余庆、最淀、德江、务建、

雷家屯雷姚族长雷应连于此时才下定决心，劝其族人男

沿河、思南、印江、汉口、松桃、铜仁、玉屏、镇远、

女５００余人集体信仰天主教（后有一百余人退教）。接着

三穗、天柱、锦屏、黎平、从江、榕泼、剑河、麻江、

与雷家屯豁娥亲关系的坟嘴舄姓近百人，在其族长马全

黄妒、施秉、台江２４县２５个教堂日。

真憨率领≯信鞫天主教。与毽姓考烟亲关系熬德、自、

至解放蓠夕，磊阡篓夭主教捷发襞黧１０００余入，菸

姚三三家也栩继信仰天主教。据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统

建有数处天主堂．如鬻家电天主堂。德激夭主教在县城、

计，石阡、平越二县共有２８个传教点，教徒６８３人，绝

火石坡、王家林建超了三处天主教正堂。直属石阡临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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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应达：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区；霆蘩，镣注天主教还莛蠛内建起了骂家沟、三大湾、

不久，成立“镛｛二中华基督教会”，又称福蠢堂，直接受

桃子坳、刘家山、明溪、松溪、奋阡等村寨天生堂，并在

长沙“遵道会”（西差会）的管壤和沅陵“区监督”的督

沿河县境内建柯茶园天主堂。在务川境内建有码家坡天主

爵。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传教士和地方牧师ｌＯ余人，

鏖。在这些堂秘上，常常是熬树整族加入天主教。１９５１

缀成“巨头会”，领导教会工俸。抗战胜利羼，“曩头会”

年德汪荽久民政府对县城、笃家沟、三大湾、刘家出、奋

改为“行政委爨会”，负责管理教会工｛笮。弱时，组织青

阡、王家林６处进行统计时，肖天主教徒１５５３人。

年会、教职员“闭契会”、主日学、勉励会、祈祷会（修

天主教在铜仁地区其他县的发展远远不如石阡、德江

养会）、查经班、妇女布道会、奋心会等组织开展活动，

二县。铜仁县于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善次浚滚传教±

褒传“对经”，发鹱教徒。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闻，寒镳仁夔

谭尚德入锅仁传教，同时麸爨阳带来西名贵鞠籍修女，租

荧国传教士先璐共２６入，建它鬣会４个，调练传教骨干

用后水门三宅留私房一幢共ｌｌ间作为天主教堂．开始传

６１人（其中牧师１１人，传教士１４人），发展教徒３５０

教。１９２８年德网传教士毛汉东豳卜海来铜仁，随行有包、

佘人。这砦教徒多数居住在铜仁城里，农村仪褶１３人。

毒二神藏，拚黝谭巍德铸教。滗满德在镳仁８警，荚发展

民圜初年＜一说先缝寒年），英国籍教圭袋·Ａ·羲

教徒４ｌ入。谭确德离开铜仁籍，毛汉东神甫贸密全部传

沙特到石阡传播鏊督教，时称“福音教”，并设福音堂为

教工作，截至１９４９年，铜仁仪发展了天主教犍８３人。

传教场所。勃沙特在其回忆录巾记其为“基督女子传教

思南天主教在嘉庆年间由四川商人带入，但一直未

会”，发展了潘、杨、胡等几家．女蠹耋教徒，逢节网向参观

镱发震起来。１９００年，法莺爨翁耪燕麦赛霜来翔愚囊城，

豢魏送圣藿像、鑫震÷字絮等携，晚主嚣放幻灯蹇铸基

在南门买地修建教堂，隶属于爨阳教区。后来，中国籍

督教义。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勃沙特离汗石阡，

神甫罗伯雍先后在思南王家沟、倒流水建立分堂，德国

因后继无人，其教便不存在了。

籍神甫傅志强谯辐家寨建立分堂。１９３７年改属石阡教区

光绪３４年（１９０８年），基悔教士来到恩游石门坎租
赁郡氏宗褪撞隧“福音堂”拜熬健教。１９１８筝，茭鏊簧

管辖。全昙教缝爱多酵达五穴鞭入。
沿河县子民国末年，一位姓何的外籍天主教神甫，

教士白牧师夫妇由遵义教区来到思南，租烟市赣张姓房

云游至沿河境内，在茶园村买下三间民房，作为教堂，

子作教堂传教。１年后同遵义。１９１９年白牧师岛传教士

开始传播天主救，发展了３４名教徒。

壤俊ｌ赵（四ｊｌ｜人）入思南传教。此后，自牧师缝返于思

印汪昙予１９３１年，愚枣瑟一名神父迂攀鞠注兽埒兴

穰、遵义之霜，塞俊垂翳鬻襄憨角开袋传教滔动。ｊ舌教

察黄金顺家居傀，天主教从此开始传入。１９３３年，神父

嫩从张氏房子迁至邬家龙门，不久又迁罕石家嘴林姓住

推荐黄金顺之予黄吉山到石阡神父学校读书，黄吉山后

宅．并改名为“内地会思南福皆逝”。不几年双遁普济街

来在愚南天主教絮领受洗扎，加入天主教。１９３６年，印

鄢姓住宅。１９３１年起，有英匿籍辕、艾（女）传教士，

江镇峨岭村入戴子生、戴｛逢方羽黄金颓家串簇受洗藐。

遵义教区蒂道酞长谭疆著（遵义游潭县入）、荚鬻籍罗伟

１９３８年，天主教传入木黄一带，并在木黄修建教堂ｌ栋

德夫妇先后到思南传教。１９４１年５月，四川Ｉ省西阳龙潭

３间，教徒增毯１８人。１９４９年，全县有教徒９０人，印

邋道总会派美国籍郑牧师到思南接管基督教会，并改名

涯镇７０久、本赞２０人。

隽“宣遂会愚鬻搦舞堂”，属髭渫教区壹辖。不久松榄大

薪中霆建立后，各遗天主教的簧教活动鏊本停止。

纛道会酞长向翻斑、副队长汗继祥到愚南传教。１９４３年，

改革开放后，人民政府实施丑＝确的宗教政策，德江、石

龙潭总会负责人、美国籍牧师包宗杰来思南，并在烟市

阡、铜仁３县必主教堂先后恢复宗教活动，但其成员基

糟租张姓住宅重修教堂：不久美阑籍白教士、Ｊ：海人王

本是老教徒，耩璞教徒不多。

教±、淘南湾娶入※昌秀等先麓接管莲骜教会。举民国
来年思南发展麓餐教徒不超过５０入。１９５０年聪，思南

２．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历史

然督教会停止了一切活动。

基督教最早传入贵州是光绻三年（１８７７年），即在不

民国＋‘年（１９２１年），湖南芷江基督教会德国簇牧

平等条约《ｌ艺寒条约》签订、灸善冬终嚣筵教士在孛嚣传教

藤毽耩菲、赣承鬼蠢孛国传教士麓春吉等入，数包楱纂

精，才进入黔地。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英国麓格教属灵

为布道队之首，别东屏县城北衡租赁陈家房屋，设立布

派内地传教士祝名扬，由湘入黔。在贵阳开堂布道。

邋所。这足基督救第一次进入邋脬侗乡中传教。到民国

１９１２年，夔阑传教士自道扁、何茂林从湖南沅陵进

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发展信徒３０余人，始正式成窀中华

入镶仁，并依靠在漤囊培养豹惩名审霪簧教±嚣袋活动。

蕊餐教会凳瑟区豢会玉瓣分会，隧对裁办福誊诊获。琵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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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玉屏教会在城内修建木瓦房教

活，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观念和文化习俗产生

堂一幢，并在新店乡干山坡设立聚会点，由教徒杨再宪

了一定的影响。如由基督教内地会在铜仁开办的。福音

义务主持传道活动。到１９４９年时，全县有基督教徒１４０

医院”是贵州省一所西医医院，基督教办起的医院和诊

人，基中有４０余人家住干山坡。

疗所，也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第一批医务人员。教会

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４月，英国传教士在省溪县

学校，特别是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就其教学内容和教

城（现万山特区）中街建立福音堂，发展教徒１３０余人。

学方式来说均属于近代教育的范畴，有利于科学知识的

１９４６年传教士离去，教会活动逐步停止，房产变卖。

传播ｐＪ。

民国中期．一外籍传教士到沿河传播基督教，至民
国末期发展教徒１００余人。
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基督教传入印江境内，
传教徒在木黄镇下街田道成家里设立“福音堂”开展传
教活动，１９４９年。福音堂”迁至木黄老寨杨浦光家中，
发展教徒２００余人。
解放后，许多传教士及神职人员凭借其传教特权，
与人民政府为敌，做出了许多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破坏
社会秩序的事情，甚至勾结反动势力组织武装叛乱，成
为当时帝国主义的帮凶，先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一部分
外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众停止了教
会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重
新开展教会工作，德江、石阡天主教堂正式移交给天主
教爱国委员会，教徒们在·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的
指导下重新开始教会活动。

参考文献：
【ｌ】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第二十篇第三章）
宗教·天主教【Ｍ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参见作拮·南明永历朝皇太后、皇后与皇太子皈依天主教．紫
禁城．１９８５－００期（源于中国知网）．
ｆ３】张岂之．中国古代史（ｇ＂Ｓｌ清卷）·清高宗实录（卷１２２７）【Ｍ１．北
京一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５０．
【４】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第二十篇第三章）
宗教·天主教【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三部）·清代的贵州【Ｍ１．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３８．８４８．
【６Ｊ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市志【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７】思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

早在明代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即采取“中国化”的
传教方法，力图使天主教“儒学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的
特点。这种温和的传教方式，再辅以传播西方较为先进
的科学技术手段，使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取
得了初步的成功。但由于传教士在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传播上帝福音，以征服中国，加以东西方文明产生发展
的历史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相互
之问的矛盾冲突始终不断。特别是康乾年间严厉查禁西
方宗教，使正常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西方文化在传播进入东方各民族的时候，由于其常
常是作为西方宗教传播的辅助手段，因而，少数民族对
西方文化也只能通过西方所传播的宗教文化来认识和了
解西方文化的特色。特别是西方宗教传入后在各地开展
传教活动、修建教堂的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其
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纷纷在各地开设免费诊所、教会
医院、教会学校等活动，丰富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

【８】江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口县志【Ｍ１．贵阳ｚ贵州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

ｆ９】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志
【Ｍ１．贵阳ｔ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ＩＩｏ】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玉屏侗族自治县志【嗍．贵州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Ｉｌ】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志【Ｍ】．贵州人民出版杜．１９９２．
【１２】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松桃苗族自治县志［Ｍ】．贵州
人民出版杜。１９９５．
【１３】德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德江县志［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ｆ１４】石阡县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ｌ川．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１５１万山特区志编纂委员会．万ＩＪＪ特区志ｆＭ】．贵阳：贵州人民出
版杜．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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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千人。Ｍ１３－６抗战期间工商业的发展，使黔北的产
妲工人运到上万入，翱主手工登纛佣工人移其健工人接

参考文献：

近２万人。［４１２９－３０

【ｌ】何仁仲．贵州通史口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

为黔北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３．４．

【２】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娄煽会．贵州文史资料ｊ敷辑（第３辑．

抗战时期黔ｊ匕王商业的发展，为黔ｊ匕以后经济社会
的发襞羹定了一定基穗，遣鬟供了宠赛鳇经验教调。抗
战结束后，第４ｌ兵工厂的部分机器设备移交给了地方，
一些停办或者求返的工厂留下了厂房和一些机器设备。

贵州茅螽酒史）【Ｍ１．贵阳ｔ擞州人民出舨社，１９７９。

瑟】遵义豢绶资室教文至委受会。遵义撬藏纪事溺。黔蔹壅ｌ图
书１２００ｓ年内资准字第３９９号，２００５．
【４】刘琨．遵义市工运简史（１９１０－１９９０）【Ｍ】．遵义市总工会编

在抗战时期成长越来的一大批技术工人很多留在了黔北

辑出Ｊ镟，黔新出（９４）内圈资准字第２－０３０号，１９９４．

缝区，成为建黧初期黔ｌ芝工韭企娩的技术骨于。桐挎农

嘲周誊霞．遵义人民摹鑫变ｐ喝＋爽瓤蜜辩，１９８４。

枫厂有部分退休澎技术工入就是淼第４ｌ兵工厂留下的

嘲髑天豹簿．抗珏醯争对期嚣辩ｆＩ照发震考察翻。湃发研究，１９８６。

职工。ｔ－’Ｐｔｚ大必丽粉厂的官股部分和遵义酒精厂襁解
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黔北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川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糯．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口川．ＪＥ京：中国

对黔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蓬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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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戴燕.DAI Yan 青海省基督教、天主教发展状况及社会影响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近些年来,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西宁、大通等城市,信教人数不断上升,且信徒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调查
显示,信徒在皈依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后,自身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良好变化:严格规范个人行为,努力改善家庭环境,影响子女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好的表现.天
主教、基督教在现实处境中的这种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期刊论文 何成武.HE Cheng-wu 商丘市基督教与天主教发展状况浅析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17(1)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商丘市的存在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社会心理因素.为加强对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事务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商丘经济建设,就必须
健全宗教管理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基督教、天主教爱国团体搞好自身建设.

3.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
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
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
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
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
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
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
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
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
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第五章分

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
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
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
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
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
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
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
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
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4.期刊论文 韩荣钧.HAN Rongjun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8(4)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采
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神圣的
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5.学位论文 蒲娟 近代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研究（1840-1919年） 2007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曾传入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川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水陆交
通均不发达，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传教重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曾传入四川地区，并积极发展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但同时作
为一种异域文化的进入，又难免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矛盾，因此四川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频发地之一。而天主教与基督教本身作
为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即是对近代(1840年——1919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活动分别作了梳理，归纳其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首先是对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概述，四川地区天主教的控制权大部分时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把持，其传入四川的时间早于基督
教两百多年，并在此持续发展；传入四川的基督教则主要是以英美等新兴资产阶级为支持，虽然发展时间上相对要短一些，但发展势头却后来居上，特
别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其发展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其次分别论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教育和医疗是教会传教
的主要手段，对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在这两部分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自所办学校和医院等史实作了梳理，并以历史史实为依据，总结了在
四川地区教会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点以及对四川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四川地区的教案以次数多、规模大、赔款重而闻名全国
，因此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主要教案分别作了叙述并归纳其特点。最后总结了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并从宗教和政治外
交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所谓传教事业并非简单的文化侵入，其背后必然是以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中国，在中国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的。

6.期刊论文 舒景祥 关于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3)
本文介绍了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全省天主教、基督教工作的措施和总体思路.

7.期刊论文 施雪琴 论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的历史背景 -南洋问题研究2001,""(3)
对大多数殖民地国家而言,15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而来的.基督教在近代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充当了侵略工具,它的
海外扩张是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产物.本文以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探讨了近代基督教传播的二重性,并在基督教东扩史和欧洲扩张史背景下来探讨了西班
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

8.学位论文 李国辉 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 2007
天主教于鸦片战争前在东北地区就有传播，基督教则在1852年进入东北。本文以东北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了1912年前天主教、基
督教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状况，试图对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
全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介绍了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西方传教士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教的通道，营口开港对洋教在东北传入产生了重要影
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列强向内地渗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教堂早期多分布在地方沿海中心、经济中心以及交通线附近。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教在发展的
过程中侧重于内地，深入农村。
第二部分，阐述了清末洋教在东北的活动。天主教与基督教为了扫除传教的障碍，兴办了大量的社会事业，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改良、慈幼等。
由于自身的特点，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传教方式，在社会事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督教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教育事业方面，天主教侧重于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成绩突出。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
传教士更注重开设教会的慈幼事业，社会改良及救济事业则是基督教的热心所在。
第三部分，分析了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
复杂化，并引起了相互的冲突。传教士开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相
当一部分传教士是作为列强的侵略势力而来到中国的。这部分传教士倚仗传教特权势力在中国作威作福，勒索教案赔款，霸占田产，强取豪夺，欺压官
民，与洋教传入的积极作用相比，其消极作用同样明显。

9.期刊论文 杨健吾.YANG Jianwu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宗教学研究2004,""(3)
本文扼要地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总结其传播的手段和特点主要是: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广设教堂,兴办
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来源;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
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冲突中进行的.与传教士们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较,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
.此中原因发人深省.

10.期刊论文 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3)
本文从几个历史时期介绍中国基督教圣诗的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基督教新教的圣诗.从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的几个时期来看,初期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扬
基督教时,也将西洋文化灌入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所唱的圣诗都是西方译品,而且与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冲突,以致中国人把基督教视为"洋教".此后
,对于怎样用中国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基督教徒真实的宗教情感,中国人做了很多的尝试,走了一条圣诗本色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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