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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探析
——以湖北利川为例
向

丽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在利川占有一席之地并发展到一定规模，是具有历史溯源的。天主教在湖北利
川传播的历史状况、传教方式及其演变过程，不仅有其独特原因和特点，还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当地土家族人民
的生活及其宗教信仰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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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称之为天主教的，就是西方所称的“公教”

一１３００米，境内山地、丘陵、峡谷、河流相互交错。

或“罗马公教”。目前我国有天主教徒约３３０万人，

利川古为廪君国地，汉属南郡蛮，隋置清江郡，清雍

全国分设百余个教区。

正十三年设利川县。境内民风古朴、物产丰饶，为有

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据说

利之川，故名“利川”。

有不少群众信仰天主教，历史上鼎盛时期信徒多达

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在利川占有一席之地

５０００多人，目前亦有３０００多人。利川的天主教传

并发展到一定规模，是具有历史渊源的。鸦片战争

播活动由来已久，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

以后，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侵

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天主教能在土家族地区得以传

略，同时进行文化侵略，天主教向中国各地积极渗

播、发展，并非偶然。

透，外国传教士纷至沓来。据《利川文史资料》记

笔者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田野调查方法，

载：天主教传人鄂西最早在１８６０年，后于１８６６年

走访了８名神职人员和２５名当地信徒，其中男性信

（即同治五年）传人利川，迄今已有近１４０年的历

徒１０名，女性信徒１５名。并在利川市凉雾乡花梨

史。这年春天，一个信教的宜昌商人（不知其姓名）

岭村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参照有关宗教信仰问卷，结

从四川来利川做生意，住在利川南坪１３保支罗向英

合当地特点，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

荣家。向英荣见他每天早晚祈祷，很奇怪，询问这样

基本信息和信徒的信仰观念。抽样调查中采取偶遇

做的目的。于是信教商人借机动员他加入了天主

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人户进行询问调查，填写调

教。向姓乃当地望族，在向家的影响下，南坪信教的

查表。共发放问卷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８份山。

人多了起来。另外向英荣在解家坝、许家营、花梨岭

现试分析论证如下：

等地有不少亲戚，因此天主教很快传到了这些地方。

一、利川天主教传播的历史溯源

随后，信教商人回到宜昌向德西圣主教汇报了情况，

湖北利川市属土家族聚居地，有着特殊的地理

德西圣派王天寿神父前来利川支罗管理教务。不

位置和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地处湖北西南，东接

久，王神父在利川南坪乡购买一座民房作为教堂，供

恩施市，南临咸丰县，西南与重庆接界，位于鄂西南

教友祈祷之用，吸收了很多教友。由于教会的积极

巫山和武陵山北上余支的交会部。平均海拔１０００

传教和教友们在亲戚朋友间的广泛传播，天主教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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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涉调查问卷素材均为同一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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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传到了南坪、花梨岭、花台、苦草坪、汪营等地，并

特色：外面为拱形门窗，窗框周围饰多级白灰线条，

在这些地方修建或租赁了教堂或会堂。鼎盛时期

窗心为“十”字形，带有浓厚的西式建筑风格和宗教

（解放前夕）教友多达５０００多人。

色彩。四合院里面则采用方形门框，杆栏吊脚，彩楼

解放后及文革时期，利川境内的天主教传播活

环绕而上，融合了汉族四合院和土家族吊角楼的建

动受到限制。利川花梨岭天主教堂的国外驻堂神父

筑特点。所谓文中有武，即于男堂围墙之东南和西

陆续回国，其他神职人员也相继离开，群众的信教活

北两侧建有碉堡。因为教堂曾被焚烧过，修建碉堡

动也基本停止。直到１９８７年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

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

策，宜昌教区恢复花梨岭天主教堂为信教人员进行

现在的花梨岭天主教堂隶属湖北宜昌教区，有

宗教活动的合法场所，利川天主教传播才得以恢复。

８名神职人员。按级别依次为：神父—会长—修女、

今年８０岁的段兴柔修女回忆道：“１８岁我就在这里

帮堂。龚神父，宜昌长阳人，两年前由宜昌教区派往

（花梨岭）当修女，解放后回到老家，一直不敢信教

花梨岭当神父。刘会长，本地人，今年７０岁，至今已

了，１９８９年又被召回到花梨岭，继续当修女。”

在花梨岭当了１８年的会长。另有两名年轻修女和

二、花梨岭天主教堂与教徒

三位年龄皆在８０岁以上的老修女。年龄最高的９６
‘

（一）教堂

岁，依然精神焕发。他们常年居住在教堂内，为新老

教堂是教会传教和宗教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

教友提供宗教生活和习俗的服务，接待外来旅游参

解放前，鄂西各县皆设有天主教堂，尤以利川境内最

观者等等。生活来源稳定：每人按月领取１５０元生

多，南坪、花梨岭、花台、苦草坪、汪营等乡均建有教

活补贴（宜昌教区派发）；另外教堂有土地５０亩，已

堂或会堂，尤其是花梨岭天主教堂，由于教务发达，

出租，年收入２０００元；每年旅游门票收入以及小卖

离县城较近，逐渐成为利川乃至鄂西天主教传播的

部的利润４０００元，他们过着清心寡欲、衣食无忧、一

中心。

心信教的平淡生活。

花梨岭天主教堂位于利川市凉雾乡北６公里的

（二）信徒

花梨村，距利川城１５公里。该教堂始建于清光绪初

目前利川市信徒大约３０００人左右，（教堂已数

年，先后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１３国传教

年未进行信徒总人数统计，因此暂无确切数据）信

士来此传教。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当地人民因

徒主要是教堂周边的农民，集中分布在凉雾乡的花

不满教堂以办育婴堂为名残害婴儿，怒而围攻教堂，

梨村、朱天村，另外在花梨岭天主教堂下属分堂附近

赶走神父，烧毁房屋，发生了震惊一时的“花梨岭教

还有少量分布，如团堡镇的新田坝，忠路镇的花台．

案”。清政府懦弱无能，“大府迫于西人之挟，不得

谋道镇的长坪、都亭等地。

不重惩吾民，以弥衅而修睦”，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

花梨村是信徒分布最多的一个村，全村土地以

十八日签定了《宜施教案议结条款》，按其规定，在

旱地为主，人均耕地０．９亩，没有值钱的经济作物，

利川由地方政府赔款“钦赐”重修教堂：“利川县城

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经济类型，生产力较低，人均年

内，由地方官选择一官民相宜无妨地方，由官出款建

收入不足８００元。信教的人主要为土家族，也有汉

造天主堂一座，……造成之后交付本地天主堂永远

族、侗族的人，农民信徒占９５％以上。从性别结构

管业。”【ｕ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由比利时籍神父

来看，女信徒占多数，约占６５％，常到教堂望弥撒的

设计建成，现为重修旧貌。

也以女性居多。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中年和老年居

利川花梨岭天主教堂四面山岚重叠，有九凸十

多，约占７７．９％，从文化结构来看，绝大多数文化程

丫，地势十分险要。教堂分男堂、女堂两部分，占地

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８３．４％。信徒为以

面积１０４６平方米，有大小房间５９间。男堂座西向

教堂为中心、方圆３－５公里范围内的农民，离教堂

东，修在一圆形小山包上，建有围墙碉楼，布局严谨。

越远的地方信徒就少了，花梨岭便成了利川宗教文
ｔ

女堂座东向西，修在山下的平坝上。两堂遥相呼应，
相距百米，有石板路相连，道旁茂林修竹，一片葱茏。

化的中心。
三、利川天主教传教方式及其演变

从教堂的建筑风格上看，可谓“中西合璧、文中

传教是宗教文化向外传播、扩散而超出其现有

有武”【２】。所谓中西合璧，即于中式的四合院中建

区域的文化流动现象。解放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

穹窿拱顶的礼拜堂，女堂白墙青瓦，呈长四合院式，

播几经起伏，经历了从早期和平的相对隐讳的方式

院内天井长４０米，宽８米，十分开阔。经堂９Ｊ乡＇ｂ有

到后来的诉诸武力，这一点在利川也有体现。天主

３３级石梯，寓意耶稣３３岁的历程。内、外门窗各有

教自１９世纪中叶传人利川到现今，随着社会环境的

万方数据

】１ １

变化，其传教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的宗教信条。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神系，横向包括

第一阶段：兴办公益事业积极传教。早期利川

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祖先崇拜，纵向又不

天主教会为了在贫困山区站稳脚跟，办过一些公益

断接纳新的神系，构成庞杂、松散、开放的多神体

事业，做了一些善事。如设立学校、医院、育婴堂。

系Ｈ】。虽然传统习俗不断变异，且天主教信仰与土

据在利川土生土长的谭宗派老人回忆，“原来教会

家族巫鬼信仰及其遗风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本质

办的聚星小学俏得很，官宦人家都把儿女送来读书。

上皆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两者有一定的

他们还设西药诊所，看病拿药都不要钱。”修女段兴

文化共享和文化关联。陈寅恪说：“巴资为笃信天

柔也回忆道：“弃婴、女婴，养不活的、有病的孩子都

师道之族，范长生本为天师道之教主，故其拯李氏于

可以送到育婴堂来。我当时就在育婴堂带小孩。女

几亡之时，……实有宗教背景。”【５１可以认为，土家

婴养到１８岁成人后还要为她们找婆家，办一些嫁妆

族“信鬼事道”的传统风俗对天主教在利川占有一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呢！”这些慈善之举的真正目的

席之地产生了的影响。

虽是为了取信于民，吸收群众人教，以扩大天主教在

（二）宗教文化的传播和扩散

华势力，但毕竟还是以和平的方式在进行。

调查走访中发现，信徒们在日常交往互动中通

第二阶段：无视道德法理逼迫群众入教。随着

常会有意或无意地进行宗教信仰经验和行为的交

清王朝气数将尽，部分传教士原形毕露，仗着本国的

流、传播和扩散。根据传播方向的不同大致可以分

兵舰枪炮，横行霸道，作威作福。他们“借教堂为

为家庭内部的纵向传播和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横

名，广置田产，收稷渔利，民教互控……纵容教徒，殴

向传播。

伤人命，教士袒庇抗不到案，尚悬未结。”【３ ｏ那时神

１．家庭内部的纵向传播。天主教又被称为“传

父有见官大一级的特权，打不赢官司要信教。流行

代教”，按其教规应对孩子从小进行宗教教育。许

“不索媳妇不进堂，不打官司不信教”的说法。群众

多人受父母、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从小便受洗入教，在

被迫信教，终于激起民愤，引发多起教案。

成长过程中自然会培育起一种比较稳定的宗教感

第三阶段：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如今，国家尊重

情，这种宗教感情具有一定的内聚力，长大后也不会

人民群众的信仰自由，群众信教完全出于自主自愿。

轻易发生改变。花梨村２组农民牟某便是这样：

教堂也尊重群众自己的意愿，传教方式十分平和。

“我一出生就受神父洗礼，我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

神父说：“我们每年只偶尔地出去宣讲教义，并且很

这个信仰是父母决定的，现在我觉着已经习惯了。”

有节制，如果对方有兴趣可以细讲，如果不感兴趣就

这种上一辈信教，下一辈跟着信的现象普遍存在。

算了。”教徒的发展主要依靠平时教友们信仰经验

在宗教家庭亲子间的代际传递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

和行为的交流、动员和扩散，有意人教者由老教徒带

影响下，宗教文化也得以传承和延续。

领来到教堂，向神父表明对天主的向往，神父便向其

２．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横向传播。许多人受

宣讲教义，经过慕道前期、慕道期、侯洗期这三个时

到周围人际网络的动员和影响，在潜移默化中逐渐

期的感悟，领洗之后方成为真正的信徒。

信教。在天主教文化的大背景下，信徒的经验介绍

四、利川群众信教的原因

会激起部分人的参与冲动，而且在参与过程中，倘若

群众为什么要加入天主教？历史上，土家族群

自身的疑难问题得以解决，就会归因为宗教的作用，

众信教的原因大致为：嫁娶教友的儿女必先信教，势

从而促使他们正式人教。利川市建南镇东福店管理

单力薄打不赢官司要信教，租赁教会的田地要信教，

区的十几家农民便是受住在教堂附近的亲戚李某的

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要信教，接受过教会的慈善资助

影响后入教的。“过年时，他讲天主教的一些东西，

要信教，感到现实生活没有希望更要信教……在过

我们听了后觉得很有道理，是可信的。”于是他们便

去，信教出于自愿的少，被迫加入的多。

相继受洗人教。

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台以后，人民实

为了解当地群众信仰天主教的缘由，笔者在随

现了自由信教。根据调查走访，当地群众在新时期

机抽样调查中假设了５种“您最初接触天主教的主

信教的主要原因，归纳有四：

要途径”的变量，进行频次统计分析。调查发现，家

（一）土家族地区自古以来具有“信鬼事道”的
传统风俗

庭的宗教气氛和周围亲戚朋友的介绍成为当地群众
最初接触天主教的主要途径，分别占总数的４３．７％

土家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原始宗教

和３５．４％，而神父的引导和宗教书籍、传媒的感染

意识，经久不衰。“信则有，诚则灵”是土家人一贯

所占比例甚少。可见家庭和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

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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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的传播，较大程度地促使了当地群众信教。

受教育程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初中以下（含初

中）文化程度的占８３．４％，其中文盲、半文盲占

详见下图：

１０．５％。

（二）信徒对天主教的信仰带有浓厚的功利色
彩和实用主义
由于信徒９０％以上是农民，受文化素质和经济
水平的制约，他们对天主教深层次的理论和教义知
之甚少，也不愿意去究其源理，而追求本人、本家、本
信徒最初接触天主的主要途径

族的“福报”始终是许多人信教的初衷和源动力。

（三）当地群众对天主教存在依赖和需要

有的信徒希望天主保佑家庭平安、财旺人旺、事事如

利川地处山区，生产力发展水乎较低，物质文明

意。比如“粮食收成好，喂猪长大长肥卖个好价钱，

和精神文明还很贫乏，当人们在生活中遭受挫折和

外出打工多挣钱”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愿望。

困扰、对命运没有把握的时候，会希望超自然的力量

有的则渴望死后可以上天堂，对来生将去的天堂充

保佑自己驱灾避祸、吉祥如意。今年４３岁的花梨村

满幻想。花梨岭天主教堂的朱帮堂说：“天堂是真

农民段胜慧已入教１４年，当初为了求天主治病而信

正享福的地方，那里吃穿不愁，人人平等，天天快活

教，“信过之后病好了，家道顺昌，做什么都有信心，

地像神仙。”总之，无论是幻想来生升入天堂还是企

内心也得到了寄托。”农村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

求今生会幸福，只有表象的差别而无质的相异，归根

这也是信徒中妇女较多的客观原因。恶劣的生存环

到底都是为了寻求还没有拥有的福祉，图个功利性

境，造成穷困的物质生活与想象丰富的精神生活，信

目的。

徒通过对理想人生的懂憬和想象，去弥补现实人生
的缺憾。当人们的愿望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时，便到
幻想中用迂回的办法得到感情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
柱。

（三）天主教信仰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互整
合、相互包容，并导致当地部分民间习俗的改变
１．天主教习俗与当地的民俗融合共处。天主教
作为外来宗教，为了在土家族地区生根发展，吸引和

（四）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宗教团
体的组织与管理

。

抓住群众，没有完全沿袭其传统形式，而是迎合当地
的民风民俗，与之开放共生，协调相处。除教堂的建

１９８７年党和政府出台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

筑风格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外（前面已有叙述），传统

年宜昌教区恢复花梨岭天主教堂为教友进行宗教活

的婚礼、丧礼等人生重要礼仪也或多或少地打上天

动的合法场所，并对解放前已经受洗人教并自愿继

主教信仰的烙印。

续信教的人依法登记注册。１９８８年成立了“利川市

比如婚礼，按教规信徒要在教堂举行婚礼，按中

天主教爱国会”等组织，对信教活动进行合法的引

国传统要拜堂。通过文化的整合，婚礼的仪式兼顾

导和管理，利川天主教活动得到逐步恢复。

了中西两种传统。婚礼程序为：首先男女双方和一

五、利川天主教信徒信教的特点

些亲戚来到教堂行“婚配礼”，必须领洗和祈祷。神

天主教在利川传播历经百年沧桑，在长期的传

父问双方“愿不愿意嫁（娶）Ｘ×为夫（妻）”，回答

承和发展过程中，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互整合，逐渐形

“我愿意”并交换戒指（没有也可）才算缔结姻缘。

成自己的特点，归纳如下：

教堂的礼仪结束后，一行人来到男方家里，新郎新娘

（一）利川天主教信徒地域分布比较集中

跪拜天地，按当地传统的婚礼形式进行。又如丧礼，

信徒多为以教堂为中心、方圆３—５公里范围内

信徒弥留之际，家人请神父前来祈祷他（她）升人天

的农民，离教堂越远的地方信徒越少。从而形成了

堂。死后在家中设灵堂，灵牌上的写法需在传统的

一个小范围的宗教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内，群众认

写法上加上信徒的圣名（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圣

同比较高，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经济收人水平也比

名）。神父祈祷念经，儿女亲友披麻戴孝，追念死

较接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地信徒的家庭年总

者。下葬则与传统方式差不多，但不请道士，不择吉

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为接近，并且水平较低。家庭

日不看风水，不上香烧纸。类似的天主教文化与当

年总收入两万元以上的仅占２．２％，收入一万元至

地传统文化相互整合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

两万元的占１８．７％，收入一万元以下的占绝大多

列举。

数，为７９．１％，可见绝大多数信徒经济收人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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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川当地民间巫师的社会职能有所降低，传
ｌ １３

统封建迷信思想有一定削弱。利川民间巫师被称为

主教从１９世纪中叶传人利川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并

“道士”或“端公”，其社会职能为择吉日、看风水、卜

非偶然，其间有着特殊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吉凶、作法事、主持婚丧嫁娶等。天主教的传人后，

从认识论的观点而言，一切宗教不过是影响人们日

许多传统巫师的事务逐渐被取消或被神父取代，

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利川地处

“道士”和“端公”的地位有所下降。天主教宣扬“不

偏远山区，信徒的物质生活尚不富裕，精神文化也很

迷信”，部分教友已经不再相信传统的天地鬼神，不

贫乏，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普遍形成还

求神接药、不请巫婆神汉，修房动土、埋葬死者也不

有一个过程。人们都是现实的，而农民是更现实的。

再择吉日、看风水，甚至过年也不放鞭炮、不上坟、不

农民，只有当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足够地提高

送香纸蜡烛，从而部分地削弱了传统封建迷信思想

了，科学知识相当地普及了，精神充实了，希望自觉

的影响。

寄托于自己的努力和创造了，他们方能摆脱宗教。

３．丰富了土家族的节日内容和内涵。天主教有

许多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升天节等，这些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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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李蓉.Li Rong 17-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传播概述 -西藏大学学报2006,21(1)
文章试从分析早期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背景、传教阶段、特点、失败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对早期天主教在西藏的渗透活动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和评述
.以期较为客观、准确、全方位地把握17-18世纪入藏活动的天主教的概貌,了解天主教传教士与西方殖民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天主教的传入给西藏近代
社会带来的影响.

2.学位论文 徐全民 1949年前大同、朔州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地化 2007
本文是对1949年前大同、朔州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地化的专题考察。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列述了关于山西天主教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这些文献有的是叙述介绍性的，有的是研究论述性的。基于对它们所涉及内
容的认识总结，笔者限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时空范围。
第二、三、四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叙述了天主教传入山西的历程和教区沿革。它包括二小节内容。一是天主教传入山西的史实。考察山西天主教
历史的文章已有发表，所以我的描述重点是自己所发现的新资料，那些为人熟知的则简略带过。第二小节是天主教在山西建立教区的情况。从1696年山
西首次建为代牧区，经18、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教会在山西随着教务的兴衰进行了不断的教区建制。考察这一过程即可看出天主教在山西各时
期的发展情况。
第三部分详细回顾了大同、朔州天主教的发展历史。这一部分由两小节组成。大同教区和朔州教区均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
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大同、朔州天主教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的烙印。
第四部分是对大同、朔州天主教本地化的论述。这一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我通过三个方面对其做了论述。一是教会参与兴办社会事业。教会为了
使自己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突出了信仰的慈善文化，通过提供一些服务融入当地社会，由此也吸引了大量的民众走进教堂。第二方面是中国籍神父和
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与使用。因为前人未对山西天主教国籍神父的培养作过考察，在该部分我首先回顾了山西天主教的国籍神父培养史，然后对大同、
朔州两教区的本地神职人员数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总结。第三方面是教徒对本地传统的继承，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相遇后的碰撞与整合。大同、朔州有
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加入天主教不光是信仰上的改动，许多生活习俗也要进行重新界定。教会教义与地方文化的冲突和调和，使教徒在信仰天主教
的同时也继承了本地主要的道德与风俗，这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内容。
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结语。首先概括了大同、朔州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历程，接着对天主教的本地化进行了总结，并对如何促进民教关系的和谐，从
教会本身和国家政策两个方面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3.期刊论文 曾志辉.ZENG Zhihui 近代天主教在桂传播特点分析 -江右论坛2007,8(9)
近代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历史是中国基督教史的组成部分,本文在收集有关文献资料,并深入北海、防城、东兴、龙州、南宁、永福、金秀等主要天
主教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法国传教士在广西传播天主教的历史进行比较系统的史料整理,并通过纵横向对比天主教在全国以及广西以外其他
地区传播的历史,归纳出天主教在广西传播历史方面的诸多特点.

4.期刊论文 彭静.朱竑.PENG Jing.ZHU Hong 天主教在广西沿北部湾地区传播、扩散过程中的海岛效应和点轴模式
-人文地理2007,22(4)
本文以天主教在广西沿北部湾地区的传播、扩散为例,试图揭示其传播、扩散的地理学规律.研究表明,天主教在环北部湾地区的传播分布基本上符合
清末年间传教士先从沿海港口登陆,渐次沿交通干道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点轴扩散模式.需要强调的是,涠洲岛以其地理上的闭合性特征在天主教进入广西初
期扮演了弹跳板和插转台的角色,进而直接影响到广西沿北部湾地区天主教分布格局的形成.

5.学位论文 曾志辉 清末以来天主教在广西瑶族山区传播发展研究——以桂北土养槽山区教会为个案
本文从区域社会文化史角度，以长期积累的中外文文献史料和多次田野调查获得的大量非文本史料为基础，对清末以来位于广西北部毗邻金秀大瑶
山的土养槽山区教会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弥补西南民族地区天主教传播史体系中，作为唯一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广西板块
”，以便让学界更加关注与东部乡村教会和都市教会发展特点有所不同的西部少数民族山区教会。作者认为，清末以来，天主教在土养槽瑶族山区的百
年传播与发展，对当地瑶族教民的信仰和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他们放弃传统宗教信仰而皈依天主的原因复杂而多元，天主教文化与瑶族传统文化之间
的内部某些相适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土养槽山区教会的发展是瑶族教徒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内外互动的结果。天主教在广西瑶族山区本土化历程在
于，通过瑶族所特有的迁徙频繁和婚姻形式等形成的“差序格局”式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瑶族文化特质依附性”，完全不同于东部乡村教会的“宗
族依附性”，也无都市教会的官府和绅士势力的强力介入，从而使得天主教成为广西北部瑶族山区保存至今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
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尾三部分。
绪论部分即第一章，主要是从中国—区域—广西三个递进角度，对天主教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并对选题的缘由、主要概念的界定
以及史料的来源进行了说明。
正文部分按照天主教在桂北土养槽瑶族山区的传播过程、传播原因和传播特点分为三章，即文中的第二、三、四章。第二章系统梳理清末以来天主

教在土养槽瑶山的传播与发展历史，分析土养槽山区教会的历史与现状，展现出当地瑶族教徒在信仰和生活上所经历的“百年变迁”。第三章是运用上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格拉克(Glock)为首的美国宗教学界提出的“短缺与皈依”理论来分析瑶族教徒外力因素的“短缺”，再从传教士与道士之间较量的
人为因素，瑶族文化与天主教文化之间相适性的内部因素，以及作为催化剂效应的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等四个方面来深入探讨土养槽瑶民皈依天主之原
因。
第四章共三节，以土养槽山区教会嬗变规律为关注点，着重探讨天主教在西部少数民族山区本土化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即：山区教会的发展
是少数民族教徒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内外互动的结果。前两节讲瑶族教徒内在动力，最后一节讲外国传教士的外力支持。第一节通过瑶族教民村开教史个
案考察来论证瑶族教徒频繁迁徙导致各瑶寨开教。第二节通过对瑶族教徒普遍存在的“入赘上门”等婚姻形式所构建起的“婚姻圈”、“信仰圈”和
“族群圈”重合的婚姻网络的论述，来说明这种婚姻网络对山区教会发展的关键作用。迁徙频繁体现出教徒之间地缘远近和宗亲血缘关系，婚姻网络体
现教徒之间婚姻亲属关系，以这两种血亲关系为标准形成的“差序格局”式发展模式，成为瑶族山区教会发展的独特的内在驱动力，带有明显的“瑶族
文化特质依附性”，完全不同于东部地区乡村教会和都市教会发展规律，第三节则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笔下的瑶族教徒和山区教会来说明外国传教士对少
数民族山区教会的特别“关照”。
结尾部分包括结余、后记和参考文献。第五章即为结余部分，对本文的观点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几个未成熟的想法为笔者未
来研究取向提供相应的思考。

6.期刊论文 李大海.吴宏岐.Li Dahai.Wu Hongqi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21(1)
清末民初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当时陕北23个县中有天主教传入的占19个,广大农村是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地区,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
统三年即1901至1911年是陕北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陕北地区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山西之间的37.5.N～38.5.N间呈东宽西窄的横楔形区域内,形成了一
个天主教堂分布的相对集中区,其中又以西部靖边、怀远(今横山)和定边三县为天主教势力集中的重心所在.县域内天主教堂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规
律.本文主要依据相关地方史志,简要说明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过程并初步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

7.学位论文 罗兰桂 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 2000
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并得以迅速发展。到了清初，由于顺治、康熙的容教政策更进一步发展，在康熙末年达到最高峰。但在康熙末年由于中国
礼仪之争的爆发，康熙开始对之采取禁教措施，到雍正、乾隆、嘉庆朝禁教越来越严，中国天主教遭受一定打击，但由于传教士们不懈努力，天主教仍
然在中国拥有一定的势力。本文以史料考证为主要方法，详细探讨清前期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基本状况、清前期各朝对天主教的政策与态度。

8.期刊论文 张海香 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与禁绝原因探析 -商丘师专学报1999,15(3)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日本大体经历了迅速传播、时禁时宽以及严厉禁教三个阶段.天主教在日本终遭禁绝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天主教
危及了封建集权统治以及天主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冲突.

9.期刊论文 李玉芳.舒泽桃.李玉瑶.LI Yu-fang.SHU Ze-tao.LI Yu-yao 天主教在近代宜宾的传播述略 -宜宾学院
学报2007,7(10)
作为基督教重要教派之一的天主教,于康熙年间传入宜宾,随后逐渐在宜宾地区传播并发展,最终建立了川南(叙府)教区.本文主要从天主教传入宜宾
、川南教区的设立、川南教区的组织机构及修院概况、川南教区的经济概况及"社会事业"等方面介绍近代宜宾天主教的情况.

10.学位论文 钱国权 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播和发展 2005
唐贞观九年，天主教的聂斯托利派(景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了甘肃。
元朝，也里可温教，主要在甘肃的河西地区传播。
明末耶稣会的万密克等传教士，不时从西安教区来甘肃的武威、张掖等地，布道传教，并修建了简易教堂。
清康熙五十一年，方济各会麦传世来兰州和武威传教，在武威建堂传教达十九年。清光绪四年，圣母圣心会大规模来甘肃传教，先后有韩默理、陶
福音、费达德主持教务，把甘肃划分为陇东教区和陇南教区，传播福音，到1922年，圣母圣心会离开甘肃时，有教堂30座、教徒10811人。
1922年，圣言会接替了圣母圣心会在甘肃的工作，德国人濮登博为主教，他改“南北制”为“东西制”，把甘肃划分为兰州主教区(包括武威总铎区
、张掖总铎区、陇南总铎区、陇西总铎区)、天水教区、和平凉教区，到1953年，圣言会离开甘肃时，建有教堂192座，教徒3万多人，修道院4所，医院
33所，小学18所。
综上所述，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播，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庞大。本文结合新翻译的外文教会资料和地方志档案资料，试从传教的背景、传教的目
的，传教的方法、传教的内容、传教的经费来源、传教的结果和本土化，对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播史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以鉴往知来，有
资于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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