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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近代宜宾的传播述略
李玉芳，舒泽桃，李玉瑶
（宜宾学院，四川宜宾６４４０００）

摘要：作为基督教重要教派之一的天主教，于康熙年同传入宜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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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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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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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四Ｊｔｌ天主教因活动历史长、教徒多、范围广、影响深，在全
国天主教中有着突出的地位，颇有研究之价值。¨１’有鉴于此，有
多位学者致力于研究天主教在四川乃至全国的传播情况，并取
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专著方面，有周大良的《中国天主教》，晏
可佳的＜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天主教简史＞，顾裕禄的《中国天主
教述评》等，这些专著均论及了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

徒，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穆天尺、
白日升、梁弘仁等来川传教。白日升后奉命至川南发展教务，天
主教遂传入宜宾。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洪流中，也有部分天
主教徒循金沙江迁徙到宜宾、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老教友骆良
魏家、伍姓、王姓、马姓、宋姓等六家“来叙府住居”。【３】（”宜宾城

另外，刘君的《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冉光荣的《清前期天主
教在川活动与清政府的查禁》，秦和平的《清代四川天主教拾

内信奉天主教最早的观音阁佑盛号吕家，便是在江西奉了教，后
来迁入宜宾，经营药铺的，由其宣传联络，城内奉教者渐多。继白

遗》、＜清代中叶ｌ四／ｌｌ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和《清代中
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等，对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有所

日升之后在宜宾一带传过教而有证可考者有法国人艾若望、刘
翰墨、吴斯德望及中国神甫朱荣和梅安德勒。

涉及。但对于四川天主教重要教区之－的Ｊ Ｊｌ南教区（宜宾），则
少有专门的论述。
本文吸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梳理宜宾市档案馆、宜宾市
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珍藏的相关资料，着重介绍天主教在宜宾
（川南教区）的传播情况，以期有助于人们对近代宜宾天主教的
认识。
一、天主教传入宜宾及川南教区的设立

乾隆初年，“吕已于教徒家举行宗教仪式”【４】（６２２）。乾隆四十
五年（１７８０），为适应“礼仪之争”后的禁教环境，保存和发展教会
的力量，传教士刘翰墨、艾若望在川滇交界的云南大关县龙台乡
龙凤场（龙溪）建立修道院，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两年后，龙溪
修院迁至宜宾县横江镇落壤沟（又名落阳沟、落难沟）。落壤沟
修院为中式瓦房六间，一字排列，依山而建，可培训修生２０余人，
院长是刘翰墨。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常明任四川总督，因修院被

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天主教开始传人四川。初有法国耶稣会传
教士利类思“前先人川，传扬福音”，继有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由

人告发，清政府予以查封，传教士及部分修生逃往他处。修院在
１８０３年就培训出中国神甫１６名，在被毁的１８１４年已经祝圣了

浙江来川，襄助传教事务。他们“不惟在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

２７名中国神甫，其中较有名的有袁在德（１７８２—１７９２年在修
院）、刘翰佐（１８０８—１８１２年在修院）和刘达陡（１８０３—１８０４年在

保宁、顺庆等处虔救人灵”，结果“领圣洗者亦复不少”，揭开了近
代四川天主教传播历史的第一页。【２’其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

修院）等人。‘３’‘１２’

川，天主教活动大受摧残。顺治末年，许缵出任川东道，其母许徐
氏随同前来。途经汉中时，许徐氏邀请传教士穆格我人川复振天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在法国的胁迫之下，同意
弛禁天主教。不过，道光帝在弛禁上谕中明确规定“外国人概不

主教。穆格我先后在重庆、阆中、成都等地建立教堂，竭力发展教

准赴内地传教”。但许多传教士无视清帝禁令，潜入内地活动，

务，一年内受洗者有６００余人，影响深远。这时四川、云南、贵州、
广西等省的天主教徒日渐增多，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就在上

促进了内地天主教势力的发展。
在１８４０年以前，四川主教区已开始建立，辖有四川、云南、贵

述各省建立了一个“代牧区”。此时川南宜宾是否已有天主教

州、西藏等广大地区。随着天主教势力在内地的发展，不得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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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分而治之。１８４０年８月２８日，云南主教区建立，１８４６年３月
２７日，贵州主教区建立，西藏教区（拥有１２００名教徒）仍由四川
主教区管辖。１８５６年，四川主教区划分为川西北、川东南、西藏
三个主教区，叙府（今宜宾）属川东南教区管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推行“保教”政策，加速了
外国教会势力在四川的发展。咸丰十年（１８６０）１月２４日，由川
东南教区划出下川南，川西北教区划出上川南，合上下川南而成
立川南教区，梵蒂冈教廷任命皮松为主教，主教驻地在叙府（宜

２００７年１０期

来说，他们均属．‘‘巴黎外方传教会”，受法国所谓保教权的“保
护”，因此，教区主教的确定，还必须得到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
国政府的同意。主教除按时向“外方传教会”呈报有关文件外，
每年还必须写几次“通讯”或“报告”之类的东西，主教到梵蒂冈
“述职”之前或之后，也必须至巴黎汇报情况。四川各教区在
１９４６年之前，在天主教组织的系统内，本名为“代牧区”，主教称
“代牧”（即代表教皇管理教区）。１９４６年，中国的天主教成立了

宾）。川南教区所辖各县为宜宾县、庆符县、高县、筠连县、珙县、
长宁县、兴文县、南溪县、江安县、纳溪县、泸州、叙永县、古宋县、

圣统制，才正式称为“叙府主教”或“宜宾主教”，不再受梵蒂冈教
廷的委托。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会宣布同梵蒂冈教廷脱离关系，
并组成爱国会。宜宾天主教会也随之成立爱国分会，从此走上自

古蔺县、富顺县、自流井、隆昌县、合江县、内江县、资中县、资阳

治、自传、自养的道路。

县、嘉定、屏山县、马边县、雷波县、犍为县、荣县、威远县、井盐县、
仁寿县、彭山县、眉州、青神县、夹江县、峨眉县、峨边县、洪雅县、

教区除设主教一名外，设有副主教一名，由主教遴选充任，协
助主教办理教区行政事务，必要时代行主教职务。主教系终身

浦江县、丹棱县、名山县、芦山县、雅州、荣经县、汉源县、建昌、冕
宁县、盐源县、昭觉县、天全县、会理、盐边县等，共５１县。川南教

制，除因重大特殊事故而被撤职外，在病老体弱时，可以向梵蒂冈
申请由教区的全体神职人员选举一位神甫来做襄理主教。襄理

区南傍云贵教区，东ｆ１名Ｊｌｌ东教区，北接川西教区，西接西藏教区，
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教区之一。１８６７年，皮松主教曾自得地
说：“我的教区与四川另两个教区比较，其面积是同样宽广，人口

主教与主教相同，要接受祝圣，神权与主教同，不过主教在世时他

也差不多是一样。”【５’川南教区初建之时，主教住在宜宾城内拱

有绝对职权的是主教，咨议会只对主教提供建议，最终决定权属
于主教。咨议员由主教指定，任期不定，主教有权自由撤换。教

星街一户教徒家里。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左右，始在都长街购买民
房，修建“永生公馆”，作为川南教区的大本营。修建“永生公馆”

只能行使主教赋予他的职权，赋予多少，行使多少，不得逾越。教
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教区咨议会，主教为议长。因此，教区内享

区的经济负责人称为“当家神甫”，只能由传教士充任，教区内一

的费用，有一部分是向富裕教徒（如“佑盛号”吕家、“万和老窖”
张家及“天成堂”陈家等）借贷而来的。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公馆落

切开支收人均经其手，权限极大。当家神甫是咨议员，与副主教
一并为主教的左右手。主教区行的政系统，主教、襄理主教、副主

成，命名为“大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川南教区永生公馆”。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ＪｌＩ南教区分出建昌（即西昌）教区。民国

教之下为本堂神甫，由传教士担任，负责一堂的宗教事务，管理教
徒和财务。在中外神甫多的时候，大堂口一般还有副本堂，由中

十三年（１９２４），经梵蒂冈教廷传信部批准，改名为“叙府教区”，
“永生公馆”也更名为“中国天主教叙府教区永生公馆主教公

国神甫充任。本堂与副本堂之间差别极大，界限极严，因此，当副
本堂的中国神甫往往牢骚满腹，自称为“当媳妇”。各堂都有男

署”。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又分出雅州教区。民国三十年
（１９４１），雅（安）、嘉（定）合并为嘉定教区。叙府教区所属仅余叙

女布道员，协助本堂、副本堂搞教务活动，如办理对外文书，管理
学生，教经文、教规、教义、数理等。在有本堂神甫的堂口，教徒中

府、泸州、内江及自贡，遂于民国三十五年更名为“叙府主教区”。

设有会长一人，由本堂指定或教友推荐，一般有钱有地位有威信
而且信仰较虔诚的男教徒才符合当选条件。会长系义务职，任期

解放后，这个教区的神职人员及教徒自动改称为“宜宾教区”。
川南教区主要代表法国势力，主教都是法国人。第一任主教
皮松，１８６０年一１８７１年主管川南教区共１１年。第二任主教孟姓
（佚其名），１８７１—１８８６年控制川南教区共１５年。第三任主教沙

不定，他只办理本堂交待的事务，可以调解教徒问或非教徒间的
纠纷，本堂和副本堂不在的时候，他还可以付洗婴儿及病人。
川南教区刚成立时，全教区只有８个“传教士”和３个中国

德勇，１８８７—１９２０年控制川南教区共３３年。第四任主教刘若
望，１９２０—１９３１年控制川南教区共１１年。第五任主教唐蔼铎，

神甫，要在广袤达１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教区内开展教务工作非常
困难。为了培养各级神职人员，教区创办了不同级别的修道院。

１９３１—１９４２年控制叙府教区共１１年。第六任主教林茂德，１９４６

教区成立之后不久（时间已不可考），就在宜宾县属白沙的石碑
（今属黄桷坪乡）附近，买了关刀田一块田地，因陋就简地办了一

—１９５０年控制叙府教区共４年。解放后的第一任主教王炬光，
于１９５８年２月１日被宜宾教区的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员选出，同
年１２月２１日被祝圣，宜宾教区摆脱了梵蒂冈的控制，走上了独
立自主的道路。
。

二、天主教川南教区的组织机构及修院概况
天主教ＪＩＩ南教区与其他教区一样，受到双重领导。从天主教
会组织来讲，直接受梵蒂冈教廷的传信部控制，主教的选举祝圣，
教区的划分、扩大或缩小、合并等必须由梵蒂冈教廷支配管理，每
年年终必须呈报工作总结、各种报表及调查数字，教区主教除经
常禀报请示外，每五年应到梵蒂冈“述职”一次。从传教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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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容纳２０人左右的修院，以培训中国神甫。该修院因光绪二
年（１８７６）和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两次人民起义的毁坏而两次修
葺，直到１８９７年建成了一个四合头砖木结构的一楼一底和部分
二楼一底的中式房子，定名为“叙瑰书院”。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在
宜宾县天池侧面的小山上（小地名扇子田）修建了备修院，院名
为“若瑟书院”，系一小四合头平房，要进修院的儿童须先在这里
接受一至三年的培训。同年，还在今南广乡火地沟修建了一个综
合性修院。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沙德勇创办“三德堂”。“三
德”系指教会内的“三个基本道德”，“三德堂”的外名意即“教理

２００７零强舅

李玉芳，嚣澎撬，李玉瑶：哭主教在透我襄宾秘簧撵透蝰

颤资学堂”，撅名思义是专奠壤葵经书传习所教师资的。１９１３

至２２３２入。对城区除公济堂终，鸯教堂３所，乡区有教堂９

年，沙德勇在嘉定建立童贞院，院长刘若望。１９２１年，蠢贞院迁
至宜宾文星街，院长唐蔼铎。童贞院又叫训道修上院，主要培养
女的教学辅助人员。１９２２年，在岷江ｊ￡岸安阜镇铡葱一块地皮

所。锹６２３）
三、川南教区的经济概况及“社会事业”

上又盖起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洋房，取名为“爽斯定大修院”（据

ｊ｜｜南教区（包括后来的叙府教透）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以下
凡部分。一楚“巴黎矫方传教会”静拨款。ｊ｜｜鬻教区藩子该会，

说，教徒宋光明曾捐了大笔款项来修盖这座修院，宋洗名奥斯定，
故名此修院）。为了对教徒及其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教区内各堂

因此，在获得清政府大鬣赔款之前，大部分经费都来自该会。二
是法国政府的津贴。法闼政府经梵蒂冈教廷允许，从葡萄牙手中

ＩＺｌ都先焉舞办了一所乃至蔻所寒教谋簧习所，勇女分舞。１８９０
年川南教区有６８所，１９４６年宜寞教区就增办了１００所。

攫取了在中篱的所谓“绦教投”，其率翡一令交换条俸就是法国

各级修院（包括备修院在内）的院长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都
是“黄教±”。１９４６年，才有筹一任孛晷大徽奎修院鹃院长。院
长之下的神甫教师，清末民初皆系传教士，后来才有中国神甫。
这些负资教读的人燕要有四种：一是哲学毕业的大修生，二是童
爽院交女或已残离耄贞院酶女教徒，三是“羔德堂”毕监豹学员，
四是一般男女信徒，只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一般的天主教知识。
他们只要品行好、态度好，在当地教徒中一般都有威信而受到教

政府在经济上要解决中阑天主教的各种需要。同时，法国传教士
来中国常常有政治上的秘密任务，因此，法国政府更有责任拨给
活动经费。三是茺蒂溺教廷翁拨款。毒手法国凳一个外强泽子
的殖民主义国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活动范围又遍及豫、非、
美三大洲，其支付相当庞大，因此，法国政府和“外方传教会”拨
嚣绘ｊ｜｜南教送的羟费不熊满足黄教±在教区购经济震要，梵蒂
冈教廷就按年汇款来适当弥补。“外方传教会”、法国政府和梵

徒们的蛰敬。各穆院基每天上午嚣堂课，学习拉丁文翻黧文，下

蒂冈教廷的汇款并非直接汇与川南教区，而是先汇至川南教区
在香港豹帐房，再出｛［款单位及帐房通知ｊ｜｜南教送，按规定手续

午学写中国字。小修院里每天麟堂课，上午学拉丁文和阐文，下
午学中囡史地和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毕业一般都是六年。
大修院除院长羚，只番一、二个法毽入授课，羚设有古典文学、哲

去用。四怒教徒个入捐款。个人捐款为数甚小，作用不大，不过
也是教区的经费来源之一。五是法国传教±用各种卑鄙的手段
雾撂的一郝分钱。西方灏家对｜珏中灏的贫穷落魅了簇得十分清

学、神学、圣经、教会历史、教会法鬻等。童皮院的贞女们主要学
习经文教理和缝纫刺绣手工等。“三德堂”主要的科目是宗教

楚，法国传教±就裁用这一点商外要钱。链们要钱的花祥裰多，
如拍摄照片（地质照片、地形照片、古董照片、军事照片、未成建

课，此终还设有国文和小儿科的基本知识。“三德堂”在１９４２年
挠嚣战争警报簇繁霹褰停办，停务对有学生绽入。１９４９年解放

筑物的照片、修院修生的照片、贫苦教徒和他们往处的照片等）

前夕，各级修院均被时宜宾教区主教林茂德解散、关闭ｉ
各级修院为川南教区培养出了大批的中国籍神职人员，这

寄送匿方，绘修生找“洋保保”，浚“慈善事盟”豹名义霖用投穗的
方法等骗取布施要钱，这种款项为数也少，但也魁教区经费来源
之一。六是清王朝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赔款。由于外国传教

些嚣籍狰职人员与外萤传教±一起，积极努力遗推动蓑天主教
在川南的传播与发展。据《川南主教区基督教徒行政统计表》

士横行不浚，帮分教徒依饺教会势力为菲终歹，激趁人民懿反
“洋教”斗争。而每次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均胁迫清政府镇压

（１８６０—１９１０）统计，１８６１年天主教徒近１．２万人，大小教堂及祈
祷瘊４楚，宗教霾传８８２２个；１８８０年天主教德达到１９９３７入，太

人民并赔款。内江事件，据１８７６年１０月法国里昂《传教周刊》载
“清政府赡纹锻数十万薄”；沙德勇事｛譬，据重痰海关（英）代理覆

小教堂及祈祷所３２处，宗教团体达１９０６８个。（６】１９０１—１９４６年
问，川南教区的人数又大有增加，除分出建函（今西昌）教区和嘉

务司华特森给海关总署（英）总税务闭赫德的撤告称。清政府付
出赔款银七十五万两”；余栋臣事件，据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麓庆
海关（英）代淫税务司华特森绘海关慈署（英）总巍务司赫德翡掇

定《今袋出）教区２万多名教徒以羚，据教廷传莹部１９４６年出版
的“传信部所属传教区”第３８孤（转弓ｌ自正炬光《中圈夭主教

告称：此次“费去四Ｊｆ｜省赔款银一露万两”。Ｊ｜｜南教区从这三次

会——敷宾教区史》）提供的资料，可获如下～些数字：
教嚣辖区５００００乎方公里，总人口７５０万，教徒２８６２５人，准

教案约分得的赔款银达１００万两。【４“６２３—６２４）１８７６年之前，川南
教区在经济上可谓捉襟见肘（如翦所述，１８７０年教会赡买郡长街

教徒１８９３人，传教套２６人，中蓠神奇强人，本堂３３令，分堂５２
个，外因修道５人，中国修道４５人，男布道员５５人，女布道员５
人，大修院１个修生１５人，小修院１个修生３４人，男教师（教经

～些民痔修建“永生公馏”，就曾困经费不是面向富裕教徒强家、
张家和陈家借贷）。１８７６年之后，出于骗得巨额赔款，川南教区

书）５０人，女教辉（教经书）酌人，宗教传零穰ｔ００令，男生１３８９
人，女嶷１４７８人，医院ｌ所，医擞１人，护士（正式的）１人，病床
８０张，施药１２０８６６人次（实际病床只有３０张左右——编者），女

中学校一麓学生１３２人，《哮校一绣男生３３９人，女生锣１人，三
德堂一所学生２２人，孤儿院一所男３人、女４８人．孤老院６个，
１２２６人。［３）（２０—２２）

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甚至走上了“富裕”之路。七是商业、懿利
贷剥躺赝褥。“永生公绪”靠着藉款大买街赛、溺笼，房租、ｆｌｌ租
成了后来“永生公馆”经常费用的主要来源。同时，利用赔款和
房地产收益，先后为宜宾美纶商店、和通字号等提供贷款、汇兑，
牟取高额剥怠，据《宣宾帝志》载：“每汇镶万元翻上海，鬻赚取汇
水１６—３４％，最高时达５０％。”（７）（加”而《宜宾县志》载：“由宜宾

舅撰《宣宾县志》载：１９０９零，童宾县天主教徒已达５８００人，

汇１万元到上海，汇水最低一次在１９３２年，计１６００元，最高一次
在１９３４年，蒜达１００％。”州毒教区裔了土述各磺收Ａ之瑶，变缮

辛亥革命后逐渐减少。１９４５年尚有教徒１０４１人。１９４９年回升

十分富裕，修建了医院、学校、各地教堂。而且，叠１９４９年，“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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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镇”在香港外国银彳彳的存款已有１０多万港币、２万多黄金；在

府接收，更名为“打金街幼儿园”。再次，举办“救济”事业。“永

法国商燕实韭镶行有上百万法郎存款；在法嚣铁道企照宥限公
司及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企业也有几万至几十万法郎的投

生公镑”营予１９００年截办孤贫院二掰，一所在麓城透壕沟头，一

资。【４Ｊ（蜊’为了扩大影响，开拓传教之路，法凰传教士在川南地区

很，小雨小漏，大雨大漏，名为“漏棚”。尤其是北城边壕沟头的

黄播天主教笛过程审，还举办了一些萁毽事效俸爻传教翡辍费
手段。首先，创办了医疗卫生事业。１９０４年，“永生公馆”聘请

斑子，坐落低缝，雨藕太，曩主满罨，麓下涉求，垒袭寒上，辫在永
里。。永生公馆”及其所派管理人，却毫不加以修葺，卫安昌传教

“方济各会”的修道在宜宾兴隆街开办了公信医院。该院至１９３５
年获未聘请过歪式鍪燕，法晷驻燕茨炮艇酞的医务人贯鼗暑时

士还贪污专为救济孤贫之用的６０石田租，并对冤处可去的孤贫
纛怒骂暴打，嚣常残暴。１９５２年，孤贫院装入民政疼接唆，在粪

来宜宾小住，就蓟公信医院诊病，时人称为“法国医官”。医官不

武山脚下新建了宿舍，并为有劳动力者安排了工作。１９４７年，

在时，任由“方济各会”的修道应付病人。１９３５年后，才开始聘请
医舞寒医院王器。ｌ鹪３年，医院在状元街设一专秀穷苦瘸入诊

“永生公馆”将原在泸县整艾寺天主堂内的儿童院迁至宜宾拱星
骜，彗收容教蠹努弃婴及贫苦无法抚养的子女３０余人，著对饿镌

治、不收医药费的门诊部。１９４７年在东街又增设一门诊部。
１９４８年在医院北侧扩建一楼一底的洋房为医院的门诊部，设有

实行宗教教育，使其领洗奉教。１９５１年，被人民政府接收，并入
敷宾市生产教养院。１８９４年创办的泸州孤贫所，也于１９５２年被

妇、内、磐、ＪＬ科秘化验室。１９５１警，医院为人民政麝接收，更名
为宜宾专区第一人民医院。搏’其次，兴办教育攀业。１９０４年，为

人民政府接收。
医疗、教育、。救济”事韭，是外霞宗教侵略的一部分。德获

替“滇越”铁路培养一些翻译及所需之。人才”，。永生公馆”在城
内大碑巷舞办了一所中西学堂——“法文学堂”，广收士绅粮户

客观上来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弥补了当时中医的某些
不足，并使下层穷苦百姓有了一些看瘸治病豹机会，使孤贫纛有

子弟，教黻法文和获浅的科学。诧学堂只办了滔年就筹了。１９１５
年，创办公信小学，早期只收女生，１９２１年呈准教育部立案后，添

了落瓣之处；二是办学、办医院过程中，也传播了戳方医疗卫生穰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新教育的发轫、民智的开通和社
会的进步。

所在西门外，收容教内外孤贫者，供给住宿。不过，孤贫院破烂得

办了男生部。学生人数最多时烂１９４４—１９４９年期间，经常在
１０００爻左右。学校的管瑾和学科翡设置在立索着均依教京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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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何畅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研究 2006
最早在四川建筑的近代外国建筑是天主教堂，对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研究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宜宾叫教区的传播，为我们研究东
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对研究川南宜宾教区近代建筑的演变亦也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川南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分布特点、建筑造型风格特点和建筑成就作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由
此展示出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作为西方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教区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出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成为宜宾教区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中
具有相当价值的组成部分。作者实地调查了宜宾教区现存的全部天主教堂，收集一手资料，对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天主教堂作为近代宜宾地区最早出现的欧洲建筑类型，仍然保留着西方教堂的痕迹。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
方传统紧密相连，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突破了原有的欧洲教堂模式，逐步地将地方传统建筑形式融入教堂建筑模式中，发展演变为独特的、中西
合璧的地方教堂型制。
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经历了礼仪之争、欧洲政教分离和地方社会复杂纷繁的历史变化，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西文化交流导致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
筑变化的不稳定性，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新的建筑形式，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义状态。
这些教堂建筑的出现，丰富了我国的建筑历史和文化和城市景观。作为多元建筑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应该得到合理的关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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