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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汊中钓绍．播与崖展
杜小安
（汉中师范学院历史系，陕西汉中７２３０∞）

（摘要］

天主教在明柬清初传入汉中地区麒后．经历了开创时期、大发展时期和与社

套主叉相适应时期三耷阶段。虽然天主教在清朝受禁教政策的压制，在近代又受到帝国
主义势力的影响，特别在解放以后又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但作为人类文明中一种
十分重要的文化形式，天主教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汉中扎下了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水
平的不断提高，天生教将更积极地与社会主艾相适应，为肢南人民的两个文明建理发挥更
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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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是世抖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最大的教派，早在唐朝和元朝时就曾传人我国，但
都没有生存下来，肖到明朝束年第三次传人后才真正在中国立足．从此打开了中西文化交
流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汉中作为陕南一座历史悠
久的文化名城，曾以它富饶的资源、险要的地理环境而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从春秋战国
到汉唐盛世，这里都是十分关键的政治军事重镇。在叫末清初揭丌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新篇章里，汉中以它独有的特征而载人史册，深受世人瞩目，丽天主教在这里的传播和发
展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从１６３５年耶稣会神父方德望来陕南传教开始，天主教在汉中
已有近４００年的历史ｏ。在漫长的历皿变迁过程中，天主教给汉中地区人们的生活打上了
深深的烙印。本文试图详细考察天主教在汉中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根据它发展
的基本概况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即开创时期（１６３５一１８８７），大发展时期（１８８７一１９４９）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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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相适应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９９）．现就这三个时期的状况分别进行概括研究。
一、开创时期（１６３５—１８８７）
从１６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耶铄会传教士踏上了中国二Ｌ
地，这是基督教第三次传人中国，电是继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又一个意义
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进行实质性的碰撞和对话。天
主教在汉中开创时期以“礼仪之争”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１７０５年，固罗马教皇格来
盂十一世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激怒了康熙皇帝，遂宣布禁ＩＥ天主教在中国传
播．这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正面发生的第一次冲突。…
１．“礼仪之争”以前阶段
１６２３年，记载基督教在唐朝传播历史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寰出土，引起了
在华西方传教士们的极大关注。１６２５年，陕西泾阳人王徵要求北京耶重昧会传教总会派传
教士到陕西传教。王微是明朝天启二年（１６２２）进士，任扬州府知府，他在北京与西方传教
士交往密切，后领洗加入了天主教，是陕西第一位天主教徒。１６２５年他回家为母守丧，邀

请法国耶稣会神父金尼阁到西安传教，这是天主教传人陕西的开端。继金尼阁之后，又有
汤若望、曾德昭、方德望、郭崇仁、梅高、艾儒略、杜奥定、南怀仁等一批耶稣会西方传教士

来陕西传教，其中方德望抻父于１６３５年到汉中传教，这是天主教传人汉中的开始。“’
方德望１５９７年出生于法国南部阿维尼翁，１６３０年他奉耶稣会总部的命令到中国传
教。他先在澳门学习了一年汉语，随后又在北京、太原等地传教。在山西太原传教时，他
结识了一位祖籍汉中城固县的姓韩的县令。韩县令在与方德望接触过程中接受了天主
教，领洗人了教，并邀请他到陕西传教。１６３５年，方德望在这位韩县令的介绍下翻越秦岭
来到了陕南开始传教，主要活动在汉中、城固、洋县一带。至今在这些地方仍流传着这位
法国神父的许多故事。由于方德望品德高尚、平易近人，其言行深受当地人们的尊敬，在
他的劝化下，皈依受洗人教的人日渐增多，最后，他在城固县董家营乡小寨村修建了陕南

第一座天主教堂。据１６９６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所著《中国近况新回忆录》记
载：“方德望曾在陕南一个名叫小寨子的乡村为村民驱逐蝗虫，他身着白衣，口念祷文，倾
酒圣水，竟然奏效。村民们原先答应他驱逐蝗虫后便改信天主教，此时却又反悔，于是蝗
虫又席卷而来，无奈，村民们只好再求助于方德望神父。方神父不应许，后来难以推却，就
重演故伎。到第二天，蝗虫驱除净尽，于是村民们便皈依了天主教，建立起天主教堂。”这
种宗教神奇故事反映了当时方德望在汉中传教时的具体情况。１６５９年（清顺治十六年），
方德望在汉中生活２４年之后去逝，葬于汉扛边一块平地上，他的墓地被称为“方爷坟”。
过去，陕南许多地方都有为祭祀他而设立的祠庙，庙内供奉的方德望塑像头戴神父举行弥撒
祭祀时所用祭巾．被人们称为“方土地”。据说这是由于秦岭山中时有野兽出投，往来行人常
被老虎所伤，当方神父经过一次以后，老虎即消声匿迹，他因而受到当地人的崇敬而给他立
了祠庙。正如利玛赛成为上海等地钟表匠的行业神一样，方神父成了陕南一方的土地神。”１
方德望的这些神奇故事至今仍然在陕南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他生活过的村庄一
直是天主教信仰的中心，迄今虽已过三百多年，陕南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们前往其墓地
迫思悼念、祈祷求福的人仍旧络绎不绝，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这里更是热闹非凡。１９７９年春节
前后，曾每日有上万人前去“方爷坟”扫墓、谒灵、朝圣，很多人从甘肃、青海、内蒙、河北等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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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来，他们以得到“方爷坟”墓地的一把土、一勺水、一撮草而为幸，视之为珍品带回家收藏。
“方爷坟”成为戚千上万人朝拜的”圣地”。ｏ从宗教信仰角度看，这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传人汉
中后遗留下来的深刻Ｅ¨记，是民问信教群众一种朴素而原始的信仰生活的表现。ｏ““”
２．“礼仪之争”以后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传教活动，陕西的天主教有了较大的发展。１６９６年（康熙三十五年）经
罗马教廷批准建立了陕西教区，主管陕西和山西两省的教务，陕西汉中的天主教也随之有
了进一步发展。但到１７０５年，由于罗马教皇禁止叶１国天主教信徒祭祖祭孔，遭到康熙皇
帝的反对，掀起了“礼仪之争”，使很多传教士被驱避出中国。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下令“天
主教堂改为公所，误人其教者，所行禁饬。”１７５３·年（乾隆二Ｉ。二年）正式推行闭关政策，严
禁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天主教在中国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开展活动。虽然陕南的天
主教同样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天主教的传播在这里始终都没有停止。从１６５９年方德
望神父去世到１８８７年汉中教区成立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陕南出现了十几位本籍神父，他
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继承着天主教在陕南的发展命脉。其中最著名的有汉中第一位本籍神父

李安德（１６９２一１７７５），最早到意大利那波里圣家学院攻读神哲学后回家乡传教的刘嘉禄
（１７４２—１８２０）和余恒德（１７９４一１８５４），此外还有张三乐（１８２９—１９０６），黄金书（１８３５一１９【）１），张
全恩（１８５３—１８９３）等，他们为天主教在汉中的传播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
康乾盛世过后，中国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文化，天主教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炮舰
和屠刀一起传向全世界。虽然清政府实行了长达１５０多年的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使刚
刚扎根中国的天主教受到严重的压制，但天主教以它顽强的生命力终于在中国存活了下
来。到１ 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州枪炮打开了封闭很久的国门，迫使清政府逐步
取消了綦教命令，于是又有很多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了汉中，使汉中的天主教又一次获得迅
速发展。，到１８８７年，经罗马教皇批准，建立了独立于陕西教区之外的汉中教区，专门管理
陕南教务，这标志着天上教在汉中的传播迈入一个新纪元。““”一…

二、丈发展时期（１８８７—１９４９ｌ
１８８５年（光绪十一年），罗马教廷决定从陕西教区中划分出汉中教区，管理陕南汉中
府（今汉中市）和必安府（今安康地区）的天主教事务，在未委任主教以前，由意大利神父瑞
良负责管理教会。１８８７年，罗马教廷任命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道院的安廷相神父担任

汉中教区第一任主教（１８８７一１８９５）。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２日安廷相到达收中就职，由此打开了
天主教在汉中传播和发展的新的一页。继安廷相之后，先后在汉中担任主教职务的有属
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道院（后改名罗马外方传教会）的拔士林（１８９６—１９１８）、康道华
（１９１９～１９２５）和属于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的巴明善（１９２９一１９３４）、祁济众（１９３５—
１９４６）、盂守道（１９４７—１９５２），共有六任主教。经过Ｋ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汉中教区逐步
成长为全国比较有名的天主教大教区，到１９４９年佑徒达到２００００人，神职人员７０多人，教

（Ｄ

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

０李祟正于１９４７年缩写‘掇中教区若瑟修院庆祝金庆（５０『耐年）纪念册＇，由安坡神父著‘攫中教区之光）记载其。ｌ：平
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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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１００多座。ｏ １９２８年，经罗马教廷批准，安康教区叉从汉中教区中独立出去，任命意大
利人苏辑五为安康教区第一任主教，此后，安庳教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
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定，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汉中作为深处内陆的地区，在封
建统治下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天主教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获得了迅速的发
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严格的神职人员组织管理体系。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天主教会为了捍卫

和传播自己的信仰，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特别是对专门的神职人员，提出了
十分严格的要求，如绝财、绝色和绝意三愿，就是要放弃财产、家庭和个人意志。他们是天
主教神学理论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也是教义、教规的解释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主
教是一个教区的核心，负责教区的全部事务。在信徒中，主教代表着耶稣基督，听从主教

的命令就是听从上帝的声音。神父是主教的助手，负责宣传福音、管理教友、举行弥撒祭
礼。执事是由主教、神父祝圣后为教会的礼仪、讲道及慈善事业从事服务工作的信徒．可
以是独身的专职执事（六品），也有平信徒兼职的执事（一至五品）。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
教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被认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人，是向人民传达上帝
意志的使者，又是代表人民向上帝表示敬噩和祈求帮助的代言人。汉中教区成立以后，开
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宗教神职队伍。来自意大利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道院与米兰外方
传教会的主教们十分重视教会的神职干部的培养和任用，他们任用了大量的外籍神父，也
培养了大批本籍神父，为教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到１９４９年，汉中教区拥有外籍神
父３０多人，本籍神父３０多人，在汉中各县都有神父传教的场所。

第二，建立了培养专业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若瑟修院和善导修女会。汉中天主
教区一建立，就立即成立了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拉丁修院，１８９６年３月１９日改名若
瑟修院，这极大地提高了修士们的神学修养和文化知识水平，培养了许多本籍神职人员。
１９３０年，若瑟修院推荐李圣学、何乐仁、刘光元三名修士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１９３４年又
派徐士宏、李崇正、张叫岑三位修士到河南开封教区由米兰外方传教会办的总修院学习。
这些人后来都为天主教在汉中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汉中教
区隆匿庆祝了若瑟修院建立五十周年，盂守道主教发表了《告全体教友书》，鼓舞神父、修

士修女和信徒们为天主教在汉中的发展壮大而努力工作。当时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总主
教于斌都致函祝贺。０１９５２年，随着外籍传教士离开汉中，若瑟修院也停办。１９０７年，拔士
林主教在城固古路坝建立了修女院。到１９２２年康道华主教又改名为善道修女会，吸收了
一批青年修女进行培训，并选拔了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修女到教区各县教堂从事传教、教

育和慈善工作。１９３３年又将善道会改名为普导修女会，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修会规章
制度。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５日，罗马教廷传信部签发了《关于批准汉中教区若导修女会为正式

０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
ｏ中国第一位红表主教田耕莘的祝词是：“主简若瑟．杰兹群伦；昔昔处土．吾敬之珐；悫尔估院．垂五十春；慈恩广
被，宠眷弥深；金庆逢祝．勉旃前仁。”总主教于斌（后米成了红表主教）的题辞：“恬院为牡培传教人才的基地．必额
改善修院教育，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才．教务始褥筮屉。”（见（议中敏区若瑟修院庄机盆庆（５０周年）纪念
册）】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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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会的决议》文件，使汉中这所修女会成为教会内具有独立的沽人身份的团体，到１９４９
年该修会已发展到５１人，为汉中教区的发展培养ｒ＾量后备人才。（Ｄ
第兰，由教会私立创办了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ｔ９２５年，在康道华主教的倡议下由
教会出资创办了明德女子小学，由意大利神父德路高担任校长，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和科
学文化知识教育。１９２９年，巴明善主教将它又扩充为明德小学，增加了高级班（五、六年
级），并任命中国籍神父余继贤为小学校长。１９４２年，祁济众主教又在汉中铺镇、南郑山
口子镇、新集锁、勉县黄沙镇、新街子镇创办明德小学分校５所，由罗马信传大学毕业回国
的何乐仁神父担任校长，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委托由善导修女会负责，１９４９年时学生达
５００多人。此外，教会还在城阎办新民小学１所，在其他各县农村创办初级小学１２所，并
在汉中市西大街建幼儿园ｌ所。在中等教育方面，１９３８年，祁济众主教首先创办了明德
女子中学初中部，由余继贤、牵圣学先后担任校长。１９４７年，孟守道叉将明德女子初级中
学增加了高中部，扩建成了明德中学，１９４９年时有学生５００多人。解放后由政府接管，改
成汉中第四中学，为汉中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由教会私立的学校虽然都开
设有宗教渊程，但同时也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趣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由教会创办了许多慈善医疗机构。天主教会遵照“上敬天主，下爱众人”的教
义，在汉中创建了许多慈善事业。主要包括：在汉中总堂、城固县城和古路坝三处修建了
育婴堂，几十年共收养弃婴近万名，但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婴儿都
难以存活，死亡率很高。这种现象被教外人猜想为天主教杀害婴儿作为食物。此外，教会
还在汉中总堂和城固古路坝建起了两所养老院，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到１９４９年收
留了５０多位老人。同时在宁强县燕予砭教堂里建立了一所麻疯痫院，收容所有患有麻疯
病的人，到１９４９年约有２０多位病人。这种慈善事业为汉中社会的发展，为人民生活质量
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教会创办了许多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设立在城固
县、古路坝、西乡、南郑、勉县、略阳、宁强等地的７家医疗诊所，由一些业务能力很强的修
女负责管理经营。１９４７年３月在汉中西大街创办了“汉中天主堂Ｉ蛙院”，最初有病床加多
张，后来逐渐增加，分为内科、外科，聘请有中西名医和护士２００多人，解放后由政府接管，
改建成“汉中市人民医院”，这是天主教为汉中人民的身体健康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ｏ
由此可见，从１８８７年到１９４９年的半个多世纪当中，天主教在汉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无论是传教事业、教育事业还是慈善医疗事业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但是，由于这种
发展从根本上是建立在西方殖民上义侵略的基础之上的．因而缺乏现实的社会依存条件。
随着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慷迫，教会创办的教育、慈善和医疗卫生事业都收归人民国
家所有，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也通过自立革新运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的发展道路。

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９９）
１９４９年１２川６日，汉中解放，汉中天主教会的发展历史也进入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的阶段。由此到１９９９年五十年当中，汉中天主教会经历了接受改造、遭遇迫害和恢复三

①

中国玉主教协会编《天主教基本知识》，又见李祟正神父缩《天主教汉中教区善导修女告慨记）。

②李崇正（泓巾教区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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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
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１９４９一１９５８）
面对全国的解放，天主教汉中教区同整个中国天主教一样，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
择：一条是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坚持天主教基本信仰的前提条件下，与包括罗马
教廷在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各方面的联系，积极与社台主义相适应，走独立自主自办教

会的道路；另一条是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听从罗马教廷的命令，走上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栩对抗的道路．很显然，这是一条死路。
这时，罗马教廷对天主教在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强行干预，圣职部发出指令，以“有
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等为借口，不许天主教徒拥护中国共产党，不许看共
产党的报纸，不许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和活动。１９５１年，罗马教廷驻中国公使黎培
里发布命令，反对中国天主教徒与人民政府合作。而对选种倒行逆施，广大爱国的天主教
徒掀起丁声势浩大的自立革新运动。１９５０年１ １月，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等５００名
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号召中国天主教徒“基于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坚
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雨的联系，自立更生，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个宣言发
表以后，得到我国广大爱国敦徒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由此兴起的自立革新运动打击了披着
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了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使中国天主教真正成为
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保护宗教的合法权益。１９４９年９月颁布的
《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１９５４年９月召开的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各级人民政府陆
续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由民政局和宗教局直接负责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党和国家领导
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接见宗教界上层人士，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要求他们在尊重和享受宗教自由的同时，支持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人民政府对宗教
信仰的尊重极大地促进了广大爱国天主教徒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加强了他们与
外国势力决裂的信心。
天主教汉中教区在这种形势下，以天主教私立明德中学校长李圣学（１９０４—１９８４）神
父为代表的汉中爱国信徒们也在汉中教区掀起了自立革新运动。他们坚决主张顺应时代
的变革潮流，使天主教会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相适应，主张割断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
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１９５１年ｌｏ月，以盂守道主教为首的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
会神父、修士、修女共３０多人离开汉中回国，由何昶权神父任代理主教，负责汉中教务。
从此．汉中教区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开始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发展道路。经过
了八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汉中天主教的大多数神长教友终于认清了走独立自
主自办教会道路的意义，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召开了第一次汉中敦区敦友代表大会。李圣学
在这次大会上被民主选举为汉中教区主教和汉中天主教爱国会主任。１９５９年３月在周
至教区总堂由李伯渔丰教祝圣，他成为陕西省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ｏ
他担任主教后不久，由于“大跃进”运动开始，极“左”思潮逐渐兴起．天主教在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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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汉台区政协绸麒《翟中市立业舞料》第二辑《天主教爱国领抽李圣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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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入了停顿和遭遇迫害时期。
２极“左”路线对汉中天主教的影响（１９５９一１９７８）
大跃进“后，“左”倾思潮逐渐滋长泛滥，在宗教信仰政策方面，也出现了严蕈的“左”
倾错误。由于没有正确估计我国天丰教界在解放以后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有些领导干部
错误地认为宗教领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把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现象扩大成
为敌我矛盾。本来由于建国以后宗敦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天丰教通过自立革新运
动已经完全变成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团体，按照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
会的原则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广大神长教友们的爱国热情都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觉悟
也在不断提高，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洪流之中，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影
响，不适当地提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宗教”的口号，使党的宗教工作向极“左”的
方向错误地发展。１９５９年底，政府竟然派人在汉中天主教总堂架起了高音喇叭，宣传“打

倒一切唯心主义”，“一切宗教都是牛鬼蛇神”的口号，不允许神职人员进行宗教祭祀活动。
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天主教界的爱国人士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广大神长教友对党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怀疑，党同宗教骅的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此后，李圣学、李崇正等一批神职人员都放弃了独身誓愿，建立了家庭，并被下放农村劳动
改造，天主教会已名存宴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泄中天主教会也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和极“左”路线的严重迫害。一切与宗教有关的组织活动都被严格禁止，就连天主教爱
国会也一律取缔，政府里的宗教工作机构被撤销。广大天丰教爱国神长教友和一般信教
群众都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内奸”、“走狗”和“别动队”受到打击和迫害，在宗教界制造了
大量的冤似错案，许多神父、修士、修女被迫害致残或致死。汉中教区的所有教章都被砸
毁了，宗教书刊被烧掉了，任何宗教活动都成了现行反革命活动。这种肆意蹄践法律尊
严、摧残教会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这场浩劫几乎使刚刚在汉中
立足的天主教会化为历史的灰烬。
３．改革丌放以来恢复和发展时期（１９７８一１９９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
策。为了落实宗教自由政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同心同德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
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１年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义》当中明确阐述
ｒ我们党和政府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峁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教育。１９８２年，根据邓小平关于宗教问

题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制定了《关ｒ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拔乱反正，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使党的宗教工作走上了正轨。１９９ｌ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重申丁党的宗教政策，提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等
问题。１９９３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对宗教工作提出三点方针：一是全面正确
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符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
义相适应，这成为改革丌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的系统总结，成为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大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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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展的基本保证。回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汉中教区的神职人员从各地农村劳改单位调回汉中总堂，在汉台区
民政局和统战部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对宗教界的冤似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把没收的教会
房产和财物归还给教会，宗教活动也重新恢复起来。李圣学主教从他下放劳动改造的洋
县农村回到了残破不堪的天主教汉中教区主教府，开始进行恢复教会的艰苦工作。李崇
正、余润琛、叶荣华等～批神职人员骨干重新回到了汉中天主教爱国会组织，同时将善导
修女会会长周西德从汉中福利院接回总堂，把其他修女安置在城回刘家桥、古路坝等地，
井招收了一批青年修士、修女送到北京、上海、西安天主教神哲学院进行培训。１９８４年１０
月．李圣学主教逝世，汉中教区又选余润琛为主教，并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北京由宗怀
德主教祝圣为主教，这是汉中教区第二位自选自圣的主教。ｏ １１９８７年，在全体神长教友们
的共同努力下，在汉中天主堂麒址上重新建立了一座罗马式大教堂，堂高２３米，能容纳近
千人，是现在汉中教区的主教座堂，同时恢复了城固、洋县、西乡、南郑、勉县、汉台、略阳等
地的教堂近２０处。到１９９９年为止，共有神职人员６０多人，教友超过３万人，还进了周军、

任建国两位修士到意大利攻读神哲学，为教会培养接班人。汉中的天主教徒们在主教的
领导下建立了“教友之家”、“教友联谊会”等团体，加强了对教友们进行宗教知识和政治思
想的学习，培养爱国爱教的新一代天主教徒，为天主教在汉中的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综上所述，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天主教，自明末清初就已经传人中国陕南地
区。在长达４００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它火致经历了开创时期、大发展时期和与社会主义
相适应时期三个大的阶段。虽然天主教在清朝受到禁教政策的限制，在近代又受到外国
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和利用，特别在解放以后还受到极“左”路线和思潮的影响，但是，作
为世界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天主教仍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陕南生存了下米。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前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天主教将在汉中人民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作出更大的
贡献，也将更好地为社台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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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泉相球主教（１９３ｌ一）．陕西城固人．幼年入攫中教匠若瑟修院学习神哲学．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祝圣为神父。１９５８年以
后受副迪省．下放农村劳动改造。１９８０年落实政藏后，他被安排到铺镇某中学任教，１９８４年吲到翟中教区传教，先
后在南鄄、勉县等地任本堂神父。ｔ９８６年被诎为主壮，同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北京由宗怀德主教揽圭为主教，成为汉
中教区第八任主教至今。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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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条件，着力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优势产业。绿色产业
正是这样集开发、环保、特色于一身的产业，因此，容易争取国家的支持。建设绿色产业基
地，能够产生一批大有可为的工程项目，这无疑增强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可见，建设中国
绿色产业基地也是抢抓机遇的有力举措。
建设绿色产业基地，并不是要否认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而是要在绿色产业思想的
指导下，走有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发展起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及其它
第三产业。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也不是要回归原始，恰恰相反，而是要大力采用和发展一
系列高新科学技术，如生物工程等。建设绿色产业基地，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
举措，不能单就某一产业（比如农业）谈绿色，因为在一个遭到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中，
任何产品都是难以洁身自好的。事实上，汉中的产业发展天然地要和绿色相联系，但现在

需要的是，我们必须树立起自觉、清晰的绿色意识，并在这一意识的指导下：确定相应的战
略和策略、项目和方法，宴施汉中的大开发。
鉴于以上原因，汉中市应当向国务院申请，建设中国绿色产业基地。事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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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4条)
1.学位论文 冯建萍 陕西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活动研究(1696-1949) 2009
方济各会是最早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之一，在陕西的天主教传播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后，方济各会传教士
为了保证中国天主教传播工作的延续，领取了清政府颁发的“印票”，得以在中国继续传教。在陕西，方济各会取代了耶稣会在教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要力量。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天主教陕西代牧区成立，罗马教廷任命方济各会士叶宗贤为首任代牧主教，方济各会全面接手陕西的传教活动，并将传教
总堂设立在陕西泾阳鲁桥镇。“鸦片战争”后，方济各会凭借西方侵略势力和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抓住一切时机发展教务。“1862年的回民
起义”、“1878年陕西特大旱灾”、“义和团运动”等特定历史事件，都为方济各会在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这些机会，方济各会建立了高陵通
远坊传教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主教府，使之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中心。在西安修建天主教南堂等传教场所，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入
教，扩大了方济各会的影响。民国时期，陕西形成八大教区的格局，方济各会占据了汉中、延安、西安、整厔、凤翔、同州、安康和三原八大教区中
，除了汉中以外其他七个教区的领导权。在传教过程中方济各会以“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坚持“清贫福音”的传教路线，与耶稣会传教策略
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教特点使得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工作得以持续发展。

2.期刊论文 王雪.Wang Xue 从南怀谦摄影集看清末民初陕南天主教的发展 -文博2008,""(6)
一百年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用他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影像.透过南怀谦的镜头,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直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
社会状况以及20世纪初天主教在陕西南部的发展状况,这对了解与分析印证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3.期刊论文 董文军.DONG Wen-jun 民国时期的汉中教育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4(1)
民国时期的汉中教育,是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半封建特点:一方面试图普及教育,兴办了大量的公立私立学校以及实业学
校,初步形成了学校教育网,并且受到了汉中以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天主教也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教育与宣传在汉中也进行
了政治教育、民主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汉中地区的现代教育是在斗争中艰难发展的.

4.学位论文 华中 中国基督教地理的初步研究 2006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信徒最多，2001年全球基督徒占总人口的32.54％，并以1.4％左右的年增长率不断增加。其信徒遍及全球各大洲，中国也
是其传播范围之一。早在唐朝贞观9年(635年)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各地传播。根据《Operation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的
统计，2001年中国有基督徒九千多万(包括港、澳、台)，占全国的人口比例约为7.25％，年增长率达到7.7％，信徒遍及全国各省。
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基督教地理则是宗教地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至今只有郑耀星1997年发表于人文地理杂志的《福建省
基督教地理的研究》一文对福建省1990年代后期基督教的传播和分布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本文对中国基督教地理进行初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阐述进行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到六章是本文的主体。研究内容为基督教在中国为唐朝、元朝、明末清初、近代和1949年以后五个历史时期传入的政治、地理背景和空间拓展
过程、分布情况及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范围为中国全境，由于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围广，本文研究尺度一般以省为单位，在个别的年份当中
，则以城市和县为尺度，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
第二章主要描述了景教在中东地区的发源、传播以及在唐朝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以唐朝都城西安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第三章主要论述元朝时复兴的景教和初来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分布。两者都是以北京为宣教中心，景教主要分布在北京、山西、陕西、甘肃、
新疆等中国西北部和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三省。天主教则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广东之间的沿海各省。
第四章主要论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沿海地区及陕西、山西等地传播和分布情况，指出当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分布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以北京
、西安和汉中、上海和南京、福州和澳门为核心的四个集中区域。并总结了前三次基督教来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基督教传布的影响。
第五章重点分析新教从中国沿海到内地的空间拓展和分布，同时也概括性地论述了同时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新教在华的空间
拓展分为四个时期：(一)预备时期：以马六甲为中心；(二)五口宣教时期：以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为中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教；(三)内地
宣教时期：以沿海为基地，迅速向内地宣教，至1900年时，中国当时除西藏外都建立宣教士驻在地；(四)全国宣教时期。新教的分布沿海最为密集，中
部次之，西部分布则少得多。天主教在中国所有省区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直隶、江苏、湖北、广东、四川数省。而东正教则主要分布北京、蒙古、东
北地区，在江浙、湖北和广东也有少量分布，无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与新教和天主教有很大差距。并简略地概括了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六章论述1949年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和分布情况，重点分析2001年中国基督教的分布情况。
第七章为结语，简要回顾本文，概述研究结论，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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