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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入湖北谷城沈垭历史略述
李小驹．金

峰

（襄樊学院中文系，湖北襄樊４４１０５３）
摘要：湖北省谷城县沈垭天主堂从清朝雍正年间便是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它曾在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

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沈垭天主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风雨的洗礼，现根据有限的资料，对沈垭天主堂近
四百年的历史演变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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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许多学者的说法．１６世纪基督宗教来华可视为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与今日所谓现代化转型遥遥相接脚。

名姓的来鄂西北传教的神父．据方济各杂志记载是耶稣会

由此观之。１６３４年湖北省谷城县沈垭天主教会的建立，实
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是透视这－－ｈｅ期中

大力支持神父穆迪我（外籍）传教，襄阳百姓受洗者达五六
百人。早在１６６９年（康熙八年１清政府已经开始禁止西方传

国社会、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诸方面不可或缺的一环。

教士在华开设教堂和进行传教活动。直到清中叶。清朝政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党和国家各项宗教

府对天主教一般采取严格取缔的方针．屡次发布禁止西洋

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尤其随着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利用宗教

人传教的命令。并制定出传教治罪条例。雍正三年（１７２５

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的日渐关注．使得对沈垭天主堂的

年１清政府颁布天主教禁令．襄阳等地不愿改教的部分信

深入研究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

徒３００多人结队来到木盘山隐居避难。当时这里尚是一片

失．国外虽藏有相关资料，但一时难得。与国外学者和国内

荒山，教徒们起草屋而居，开荒种粮，并建起一座小圣心堂

研究力量亦缺乏衔接。２００４年８月，我们同中国人民大学

开展宗教活动。不久，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ｆ法籍１得悉

宗教学基地有关专家赴沈垭天主堂进行田野调查．随后我

这里的情况，便派人携巨银前来慰问．并在木盘山圣心堂
附近购地建房，以供信徒避难和教士传教。１７３１年，耶稣

院部分教师又进一步做了深入调查。为能唤起国内外学者

的何大化（外籍）。至清康熙年间，襄阳知府江某（天主教徒）

对该项研究的关注，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笔者现根

会神父胥孟德（法籍），从广东来到木盘山，第一次在圣心堂

据非常有限的文字资料及田野调查所得．将谷城沈垭天主

举行弥撒仪式。他看到此地较其他地方安稳，于是在离去

教发展的历史作一简要的梳理，以抛砖引玉，向方家请教。

不久便派外籍神父纳味埃勒和阿米德来此主持教务。当时

沈垭位于湖北省谷城县城以西７０公里的紫金山区．

木盘山教堂被称为“中华全国公教重教地区之一”．地位仅

西与房县接壤。南与保康相邻。靠近神农架原始森林。这里
峰峦叠翠，古木参天，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在天主教罗马
教史中把沈垭称为木盘山或磨盘山．也称茶园沟或查员

次于北京阁。１７７４年，耶稣会教士在欧洲遭到排斥，已无法
继续来华传教．湖广全境仅存华籍神父郭类思一人支撑教

沟。沈垭现是隶属紫金镇的自然行政村。有人１２约５００人，

务．死后就葬在木盘山。耶稣会又勉强维持了１０年。最后
将教务交给了遣使味增爵会ｆ简称遣使会或味增爵会）。

其中４００多人是天主教徒。沈垭天主堂从清朝雍正年间便

２

是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一度还成为地位仅次于北京的
“中华全国公教重教地区”．沈垭大经堂等主建筑群座落于

会在华教务，法籍神父罗旄阁为中国遣使会会长。１７９０

十字山东麓的龙风山及磨盘山和铜锣观三山环抱的茶园

年，遣使会派外籍神父阿本、潘奈二人来谷城茶园沟传教。

沟盆地西沿．占地面积３０余亩。自明末天主教传人沈垭以
来。历任神父不断营建，先后建起了修道学院、育婴堂、男
婴小会（俗称三学）、大圣堂等。到１９５０年，沈垭总堂共辖有

本地教务瘫痪已久．经二人大力整顿方得恢复。潘奈劳累

会１２ ２１个，教众达４０００余人。在近４００年的历史风雨中，

沈垭天主堂几经沉浮，有快速发展一帆风顺的时期，也有
艰难求存会务停滞的阶段。概括起来，沈垭天主教历史的

遣使昧增爵会时期ｆ１７８４—１８３８）
１７８４年７月１２日．遣使会奉罗马教廷之命接管耶稣

成疾．吐血而亡，年仅２９岁。当时湖广教务由山西主教管
辖，后教皇批准增设湖广主教。由阿本担任。阿本在去北京
谒见遣使会长的途中，于西安被捕。病死狱中。
１７９３年法籍神父刘克来从江西调到湖广主持教务．

耶稣会时期ｎ ６３４—１ ７８４）

长住沈垭达２７年。后调来助理神父７人，除法籍神父杜玛
塞外．其余６人均为华籍神父。刘克来主教在给北京会长
的信中说：“本属有羊七千，散于本省之十七县……”圆，可

据义和团举事文记载：“湖北西北境。奉教最先。明崇

见当时沈垭天主堂神父管辖的范围之大，地位之重．已成

祯９年（１６３４年）．已有耶稣会教士，传教其地”ｆｚＪ。第一位有

全国仅有的几个天主教中心之一。在刘克来主持沈垭教务

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李小驹（１９６３一），男，山东蓬莱人，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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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天主教在本地发展很快，已拥有会口十几个。信徒二

大的十字架。１８７５年２月２８日毕礼呈请罗马教皇批准，

千多人，在当地影响很大。

凡到玉皇顶朝拜十字架者可得全限大赦：“既赐准凡信友

１８１２年（嘉庆十七年），谷城知县周以卓和试用知州郑

告领往朝玉皇顶之圣十字架者。依例祈祷为圣教广扬．能

伟等奉谕查禁天主教。率兵三、四百人来沈垭捉拿刘克来

得全赦。每年一次”①。此后每年十字架瞻礼日（９月１４日），

和杜玛塞二位西方教士。未获。于是焚毁教堂．抓走部分忠
实信徒，并对刘、杜二人悬赏缉拿。１８１９年６月初，谷城官

不仅本教区，而且河南、随县等很多外地教民都来朝拜十
字架，于是山名就改为了“十字山”。

兵又来，刘克来先藏于沈垭老虎洞，后逃到河南南阳一教

１８７４年５月１２日毕札病逝于沈垭教堂．教职由意籍

友家躲避，被人出卖，于６月１６日被捕获，移解武昌，于次

神父范怀德代理。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９日意籍神父南熙继任鄂

年２月１８日在武昌城外沙湖被处绞刑。葬于洪山宝通寺

西北主教．范调任湖南主教。

附近。１９００年４月２７日。教皇册封其为圣徒。刘克来死

南熙在沈垭任职达２３年。他继续在沈垭修建教区主

后。沈垭一带的教堂和会口被查禁。有２０年左右该地教务

教座堂，并于１８８４年秋天竣工。这是一座高大宏伟的话式

陷于困顿。

教堂，宽２０公尺，深５０公尺，高１６公尺，内设能容纳千余

１８３６年（道光十六年）６月，法籍教士董文学在刘克来

人的瞻礼跪凳。堂内存有南熙从意大利带来的高５公尺。

去世１６年之后来到沈垭主持教务。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

宽３．５公尺的方济各像：有范怀德从法国巴黎运来的体大

垭一带的信众又逐渐恢复到２０００多人．会１２Ｉ １５个。董文

音宏的大管风琴；还有圣母保佑像和金圣爵等稀世珍品。

学讲经生动，每逢瞻礼，听者踊跃。他为教友息解纷争，排

号称“四宝”，沈垭天主堂可谓极一时之盛。南熙为本地的

忧解难，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威望。１８３９年９月１２日这一

教务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１９０３年病故后葬于沈垭

天是圣母升天瞻礼，在沈垭教堂望弥撒的信众有１５００多
人。谷城县令胡庆奉湖广总督周天爵之命率衙役及石花巡
检、把总一共三、四百人，突然来沈垭捉拿董文学。众人四

墓堂。其职位由比利时籍神父杨睦多代理至１９０４年调任

散，董文学先躲至竹林，后又逃到荒草扒，终因教徒出卖而

北～带多次爆发反天主教的活动。１８８９年１２月南熙在出

被捕，并移解武昌。于１８４０年１月１５日因违反禁令潜入

巡枣阳时被群众围困：同期沈垭育婴堂被控对婴儿剜眼剖

内地传教被执行绞刑，死后葬于武昌洪山刘克来墓旁。

心，官府前来勘验；１８９２年夏秋之时，谷城、光化、襄阳病疫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３日被教皇册封为圣徒。沈垭天主堂后在董
文学被捕处立有十字架。１８９０年由神父南熙倡议。教友捐

流行，风传是洋人在水中下毒所致，社会上兴起排教风潮；
１８９５年农民陈之端率民众推倒玉皇顶十字架：１９００年谷城

资在沈垭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作为对董神父的永久纪念。

西山义和拳首领陈立国、陈立义两次率众攻打沈垭教堂：

３

方济各会时期（１ ８３８－１

９４９）

宜昌主教为止。继任主教为意籍神父毕世修。
晚清及民国时期。乃是在华天主教会的多事之秋。鄂西

１９３１年５月５日，贺龙部队上房县时路经此地。杀死教堂

１８３８年味增爵会结束了湖北的教务．从此沈垭天主
堂改由方济各会管辖。同年设湖广主教区．由意籍神父李

神职人员７人，其中外籍教士５人，华籍教士２人。

若瑟为主教。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

天主堂方济各会院，由意籍神父董文林任院长。１９３３年改

１９２８年沈垭天主堂成立方济各会。１９３０年成立沈垭

门。解除了天主教禁令。允许天主教在华租买田地建造教

由意籍神父艾国良任院长。至１９４９年。男女会员发展到

堂进行传教，并承诺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天主教开始在华

９０多人。

公开活动。

４

“三自革新”爱国会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８１）

１８５６年教皇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个主教区．湖北

１９４９年冬，紫金山区全部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主教是意籍神父徐类思伯达．他还同时兼任全华教务巡阅
使。１８６２年徐去世后其职位由意籍神父明希贤接任。

国家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１８７０年经教皇批准又将湖北教区划分为东区、西北

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

区、西南区三个主教区。其中鄂西北教区属于自治教区，辖
襄郧两府各县会ＩＺｌ。全教区下分６个区：谷城和保康为一

（自治、自养、自传）革新爱国委员会”来管理本地教务。主任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

由权。１９５０年秋。当地人民政府成立了“天主教沈垭三自

区；光化和均县为一区；郧西、郧县、房县、竹山和竹溪为一

由国家干部李国成兼任。华籍神父常和德任副主任。意籍

区；襄阳县为一区：枣阳为一区；南漳县和宜城县为一区。
第一任代理主教是意籍神父杨化周．其病逝后职位由明希

神父艾国良和华籍神父李崇厚被人民政府羁押．其他西方
教士被遣返回国。教会资产中除将大经堂和小堂留给教会

贤代理。住沈垭老总堂。

外，其他房舍和田地一律收归国有。

１８７２年意籍神父毕礼升为主教。当时教堂毁损，教徒

沈垭天主教的活动在此期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自

大减，毕礼积极恢复。法国和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出资１０万

１９５０年土改至１９５８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教务活动

法郎，在沈垭购买土地，大兴土木，修复教堂，开设修道学
院和育婴堂，增设传教会口，联络官绅，沟通教民关系，使

基本正常。只是信众大为减少；自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６年为第

教务有了显著进展。现沈垭十字山原名玉皇顶。海拔约

教务活动基本停滞；自１９６６年秋至１９８１年为第三阶段。

二阶段，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四清”、“社教”等影响，

１１００公尺，原为道教道场，香火曾经很旺，据说当时香客

“文化大革命”给沈垭天主堂带来巨大的破坏。大经堂、钟

之多几可与武当比肩，人称“小武当”，后逐渐衰败。１８７３

楼、小堂、墓堂、董圣堂等教会主要建筑或被夷为平地，或

年毕礼将玉皇顶从山场业主手中买下．并在山顶矗立起巨

拆毁后地基改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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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驹．金峰：天主教传人湖北谷城沈垭历史略述

爱国会时期（１９８２年至今）

资金共计１０余万元。对教堂破损的房屋进行了修缮改造，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开始逐步得到落

使教堂内外环境为之一新。２００４年８月襄樊学院和中国

实。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

人民大学基督教研究所联合在襄樊举办了“西方文学与文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

化的宗教诠释”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考察

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１９８２年《中共湖北

了沈垭天主堂．准备为天主堂的建设和发展联系引进资

省委（５６号）文件》批准沈垭天主堂为湖北省重点开放教

金。襄樊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宗教专业委员会、市宗教局、谷

堂，并重新组建了“天主教沈垭爱国委员会”，台属陈家本

城县委县政府都对沈垭天主堂的发展非常关注．正采取措

任主任。聂一峰神父任副主任。当地政府根据政策将方济

施加大对沈垭天主堂的研究和支持力度。相信在不远的将

各会院及原围墙内的部分土地和树木归还给教会。经过爱

来。沈垭天主堂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

国会和部分教徒的积极筹备．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１日沈垭天主

中国宗教正在步人历史的黄金时期的一个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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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开堂典礼，省、市、县、区各级政府领

导莅临祝贺观礼，参加典礼的教众近３０００人。十字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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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字架也重新矗起。从此。沈垭天主堂开始了正常的教

①成和德．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

务活动。来参加活动的信众不断增多，每逢主日来天主堂
望弥撒的一般在５００人左右。若逢圣诞节、复活节等大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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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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位论文 黎霞 从“谷城教案”看晚清鄂北乡村社会矛盾 2004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的重大事件,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以发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
谷城教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教案的剖析来考察晚清乡村社会的矛盾及其消长.谷城教案的发生起源于1892年夏天鄂北地区瘟疫的爆发.有传言称是天主
教的传教士出钱贿人往井水里投毒.谣言迅速传播,于是数千村民组成民团将谷城沈垭天主堂团团围住,并称要杀死教士,抢夺教产.襄阳府的官员们率领军
队及时赶到,制止了一场严重涉外事件的发生.晚清的鄂北社会正处于向近代转型的起步阶段,身处其中的农民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贫困,原有
的社会信念及思想信仰日渐动摇,心理上极度焦虑而无以解脱,徘徊在心理承受的底线上.他们一方面需要宣泄心里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寻求安全感和解
脱,1892年的瘟疫就像一个导火索,而天主教恰是个合适的宣泄对象.从谷城教案的发生与解决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鄂北乡村社会的矛盾及其消长.原本在
乡村社会有官、绅、民、秘密社会四个阶层,而洋人及天主教会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并因其特殊的背景与身份,而使其自身成为原有
社会各阶层合力反抗的对象.清政府没能处理好各种矛盾,新、旧矛盾一并激化,使晚清中国的转型处于十分不利的条件之中,并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化进
程的曲折反复、发展缓慢,足为今日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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