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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王巨新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济南２５００２１）
［摘要］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可以分为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雍正初年至
鸦片战争前三个发展阶段。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天主教在山东平稳发展，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经历两次波折，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山东被迫转入秘密传播状态。除耶稣会外，方济会在山东的传播占
据重要地位，山东不仅是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地。而且是中国北方方济会传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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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与明清政

禄，其全家悉数入教。青州、济南、诸城官吏数人亦

府对天主教的政策密切相关，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

相继人教。山东一著名文士至王府谒见华民，闻其

发展阶段：明末至清康熙初年，明清政府对天主教持

说，甚倾心，亦受洗，名纳札尔（Ｎａｚａｉｒｅ）∽】（附’。在

准许政策，天主教在山东平稳发展；康熙初年至雍正

龙华民的努力下，明末天主教已在济南、泰安、青州、

初年，清政府对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经历了两次动

诸城等地开始传播。

荡，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也因之出现两次波折；雍正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军人京，由于汤若望的西

初年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查禁天主教，天主教

洋新历迎合了新朝使用新历的需要，摄政王多尔衮

在山东被迫转入秘密传播状态。

很快下令颁行西洋新法，并将钦天监印信交由汤若
望掌管。‘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对汤若望更是宠

信有加，封其为通议大夫，称其为“玛法”（爷爷），后
。自明万历年间开始，以耶稣会为首的天主教各

授其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并赐“通玄教师”称号。在

教派先后传人中国。早期由江南赴京的传教士一般

汤若望等人的影响下，清廷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

由运河经过山东，然均未在山东传教。如万历二十

这一时期在山东传教者，除龙华民外，还有耶稣会士

八年（１６００），耶稣会在中国的奠基人利玛窦自南京
经运河赴京，在济宁结识漕运总督刘东星，在临清遭

汪儒望（Ｊｅ肌Ｖａｌａｌｔ，１５９９一１６９６）、方济会（又译方济
各会）士利安当（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ｅ Ｓａｎｔａ Ｍ撕ａ Ｃａｂａｌｌｅｍ，

税官马堂劫夺贡物，遂被送往天津扣押６个月，直到

１６０２—１６６９）和文度辣（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ｍ Ｉｂａｎｅｚ，１６１０一

１６０１年１月才获准入京…（丹灿４０２）。然利玛窦在山

１６９１）、道明会（又译多明我会）士郭多敏（Ｄｏｍｉｎｇｏ

东并未传教。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Ｎｉｃｏｌ鹊Ｌｏｎｇｏｂ－

Ｃｏｍｒａｄｏ，１６１５—１６６５，又译科罗拉多、高道明）。华

ａｒｄｉ，１５５９—１６５４）是第一位在山东传教的耶稣会

民传教山东时，受洗者甚众，有时一次就有上百人受

士。华民于１５９７年来华，１６３６年由北京到济南，随

洗。１６５４年１２月１日，华民卒于北京，年９５岁。法

后便有官吏数人入教。人教者既众，有僧人妒之，诉

国传教士汪儒望１６５１年来华，１６５２年曾在山东，

于官府。官府拘华民到庭，见其衰老，即刻释放，其

１６５６年被召进京辅助汤若望，１６６０年又被派至济南

同伴则被投于狱。华民得济南友人助，救同伴出狱。

管理教务。儒望既至，教务日渐发达，每年人教者约

自是以后，华民每年中必有数周或数月赴新开教之

５００人。他由济南传教邻近诸地，远至直隶边境，当

区传教，足迹渐至泰安。１６４１年华民从北京赴青

时新增圣母会８所、天神会１所、礼拜堂１０所、泰安

州，途中遇盗，尽丧所有。青州有宗王某，闻华民名，
请其到家。宗王深通文学，与之论道，并延请回教博

教堂ｌ所‘２】‘蹦一２８６’。至１６６４年，耶稣会在山东有
教堂ｌＯ座，在济南有教民３０００人‘３］‘蹦’。西班牙

士与之辩论，回教博士词穷。宗王于是受洗，教名保

教士利安当是方济会中国传教区开拓者。他于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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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０年接受汤若望建议来到济南。由于汤若望的

月，康熙帝命南怀仁及众大臣一同测试天象。结果

推荐，当地一位官员给予热情接待。次年８月，这位

种种天象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而与钦天监监副

官员与另外两位官员资助利安当购置一处房产用于

吴明炬所称逐款不合。次年正月，杨光先被革职查

居住传教，此即济南将军庙街教堂，这标志着方济会

办。三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七月，恢复汤若

中国传教区正式建成。同年利安当还派人赴福建召

望“通微教师”之名号（原称“通玄教师”，为避康熙

西班牙教士文度辣来济南。两人在山东的传教工作

帝名讳而改“玄”为“微”），李祖白等照原官恩恤，其

日渐展开，１６５９年两人报告云受洗者已达１５００人。

余罢官者复职，降革者升还。康熙还下令：“其天主

１６６２年文度辣受利安当之托返回欧洲招募教士，其

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人教，

后山东方济会人会人数继续增长，１６６５年达到３０００

仍著严行晓谕禁止。”【５】（卷３１，康熙八年八月辛未’至此康熙

人以上①。另外西班牙教士郭多敏１６“年由浙江

初年的历法之争始告结束。康熙帝虽言禁止各省立

至山东济宁租房居住传教，这一时期福建、浙江、山

堂传教，但因重用西士，实际对传教士在华传教持默

东三省共有道明会住院１１所、小圣堂２１座、会口

认态度，且亲书“奉旨归堂”四字，分谕广州教士。

２１处、会士３０人［３］（蹦¨。

不过当时实能归堂传教者，只有１９人而已＂儿阮’。

由此看出，明末至清康熙初年，由于政府对传教

汪儒望也因此得回济南。儒望于１６７８年在江苏徐

士在华传教持准许政策，耶稣会、方济会、道明会在

州建教堂１所。１６９６年ｌＯ月７日，儒望死，葬济

山东都得到平稳发展。对于三修会在山东的传教状

南，年９７岁‘２］‘嘣一２盯’。这一时期耶稣会在山东也

况，费赖之曾指出：“儒望与多明我会神甫科罗拉多

日渐恢复。１６９９年，济南有耶稣会住院ｌ所，山东

和方济各会神甫利安当同管全省教务，和衷共事。

全省有耶稣会教堂９座、小堂７座、教士１人。１７０１

如有赴外巡视教区者，必留一人居济南。”［２】‘嘣’在

年，山东有耶稣会住院４所、教堂１２座、教士１

耶稣会普遍反对其他托钵修会在华传教的形势下，

人孙嗍一㈣。
在方济会传播方面，１６７７年，西班牙教士利安

三修会能在山东友好合作传教实属难得。

定（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

ａ

Ｓ．Ｐａｓｃｈａｌｅ，１６３７一１６９７）由福建赴

山东济南，接管汪儒望代管之方济会教堂。在利安
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是天主教在全国包括山东

定的努力下，利安当开创的方济会山东教区事业逐

传播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传教士在华传

渐恢复。１６８０年７月，西班牙教士郭纳璧（Ｂｅ啪ｒｄｏ
Ｅｎｃａｍａｃｉｏｎ，１６３０一１７１９）由福建来山东。利、

教政策经历了两次剧烈波折。第一次是康熙初年的

ｄｅ ｌａ

历法之争。顺治帝去世后，康熙年幼，朝中大权由鳌

郭二人在此传教非常顺利，不久开创长清、济阳、益

拜等人掌控。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等

州、济宁等会口。１６８３年，利安定南下领取传教经

篇，斥汤若望西洋历法十谬。不久清廷废除《时宪

费，遂留郭纳璧１人负责山东教区。１６８５、１６８７年

例》，改用大统历，汤若望及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被

先后有利安宁（Ｍｎ叫ｅｌ

判凌迟处死。因汤若望为朝廷效力多年，又复衰老，

Ｂａｎｅ砚，１６５６一１７１１）、柯若瑟（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Ｓａｎ

Ｊｕａｎ 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ｄｅ ｌａ
ｄｅ

Ｏｓｃａ，

特免死，而李祖白等５人被杀。同时各省也奉旨拘

１６５９一１７３５）２位教士到来，３人分区而治。１６９５年

拿西洋教士解京审办，并禁天主教传习，堂宇查封，

３月，西班牙教士南怀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ｅｍ如ｄｅｚ

经像焚毁。１６６５年１月２０日，汪儒望、利安当、郭

１６６５—１７２６）被派来济南，遂在山东传教３０年之久，

多敏皆被捕，未经讯问即投之狱。居狱一月，解至北

直到１７２６年５月返回马尼拉，其间惟于１７０８年至

京，锢于东堂，又投于狱。郭多敏本已染疾，至是疾

１７１２年暂赴广州帮助照看广州教区。除西班牙方

０ｌｉｖｅｒ，

愈甚，不久去世。９月８日，清廷下旨，除汤若望、利
类思、安文思、南怀仁４教士仍可留居京师外，其余

①关于这一时期山东方济会入教人数，学者研究有所

俱遣发广东。１６６９年５月１３日，利安当卒于广州，

不同。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云，１６６４年前后方

年６７岁‘４］‘Ｐ瑚’。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陷
入低谷。

康熙帝亲政后，针对钦天监所造历书错误百出

济会在山东有３小堂、２传教地、教友３５００人；方豪《中国天
主教史人物传》言，康熙元年，方济各会士所辖受洗之教友达
３０００人；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

（１５７９一１７３２）》称，１６５卜１６６０年，利安当与文度辣建立了

的问题，决定通过实测来比较中西历法之正误。此

以济南府和泰安城为中心的山东教区，共发展天主徒５０００

时汤若望已死，南怀仁继之。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十一

多人。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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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会士外，此时尚有罗马教廷传信部直接指派的方

指明，所以尚有房屋八间，坟地七亩，不敢一并改为

济会士来山东。１６８４年，第一批传信部方济会士意

公用，以致西洋人仍暗中托人每年潜收租息。又查

Ｃｈｉｅ鼹，１“３一

得临清州原有西洋人康和子，于雍正二年十月初六

大利人伊大任（Ｂｅ删ｕ也ｎｏ

ｄｅｕａ

１７２１）等抵达广东。１６９０年，北京教区宣告成立，伊

日进京，现在京城西直门红桥天主堂内，所遗天主堂

大任任第一任主教。１７０１年，伊大任在山东临清修

已改为公所，但尚有房屋三十七间，并地四顷九十二

建主教公署，此后他一直坐镇临清管理北京教区，直

亩，亦系西洋人暗中托人每年潜收租息。”针对这种

到１７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病逝。这一时期可谓方济会

情况，费金吾提出“请将此等房产咨明户部，改作公

在山东的黄金时代。１６９０年济南有方济会教堂８

用，以绝其往来潜匿之根”。雍正朱批：“何必咨部？

座、会院ｌ处，济宁有教堂２座、会院ｌ处，青州有教

但不许容留此辈在地方行教为是。伊并未犯抄没之

堂４座、会院ｌ处，另外在泰安的５座教堂系与耶稣

罪，将其所遗房产变价给与京中堂内可也。”并谕令

会共管㈨附舶。１７０１年山东有方济会住院６所、教
堂６座、教士ｌＯ人‘３】‘啪一２４３）。

此后再来传教者“不容留居住，不许建立屋庙、置买
田土”【９“畚ｌ们。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再遭重创。

第二次波折是康熙后期至雍正初年的礼仪之
争。１７０４年，罗马教宗格勒门十一世（ＣｋｍｅｎｔＩｌｓ
Ⅺ）批准圣职部关于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敬孔的决

雍正初，清廷一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多次颁

议。闻听此讯，康熙帝予四十五年十一月下谕，明令

发禁教谕令，但仍有不少天主教士秘密潜入内地传
教，其中到山东者多为方济会士。如１７２４年魏列纳

对在华传教士实行“印票制”：“嗣后，分住各省西洋
人，概行召至引见，朕颁给彼等钤印印票遣往，督抚

（Ｊｕ肌ｄｅ Ｖｉｎｅ腿）由广州来山东，遂在山东传教２０

等见之，白可相安。著将此遍谕知之，俟至即

多年，最后死于章丘。１７２９年，安多呢（Ａｎｔｏｎｉｏ

给。＂【７Ｊ（Ｐ丌’清廷令下，各省教士纷纷领票，时在山东

ＡｌＩｌｌａｄｅｎ）由广州来山东帮助魏列纳，但１７３９年１０

之耶稣会士康和子、方全济２人，方济会士伊大任、

月被捕，１７４１年被逐往澳门。１７４３年，米玛诺（Ｅｍ－

郭纳璧、卞苏吉、精明良、南怀德、巴廉仁６人，均领

ｍ咖ｅｌ

到印票‘７】（Ｐ７４川）。１７１５年，格勒门十一世再次发布

南。１７５６年，郭玛米亚（Ｍａｔｔｌｌｉ鹊Ｃａｒｃｉａ）来山东传

禁令，并派人把禁令送往中国分发公布。情势如此，

教，直到１７９０年去世。另外还有伊高善（Ｂｏｎａｖｅｒ衄－

康熙五十六年，广东碣石总兵官陈昴疏请禁教，兵部

ｍ ｄｅ ｓ副［１１０ Ｃｏｒｄｅ Ｊｅ叭），他在山东传教两年后因健康

议复准许：“查康熙八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
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人教

原因返回马尼拉，但身体稍稍恢复即乘船重返中国，

著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弛，应令八旗、直隶各省

１８世纪死于山东的最后一位西班牙教士【１０】‘吣’。

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５】（柳２－栅五十六年四月戊戌’雍正

在方济会士的艰苦努力下，山东天主教也在困难中

元年（１７２２）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再请禁教，

延续。据１７６５年传教士致西班牙国王的一份陈情

礼部议复同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

书记载，当时在济南府城内有受洗教友１１４人及ｌ

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

处房屋；此前方济会在济南还有ｌ处教堂被地方官

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

员占用；此外在济南周围乡村中有大量教友，在全省

所，误人其教者，严行禁饬。”【８】（眷２７’禁教令下，西洋

有方济会士２４７１人…‘ｎ㈣。

ａ

ｄｅ

Ｃａｐｉｓｔ瑚ｏ）来山东传教，十余年后死于济

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山东，直到１７９７年去世。他是

人戴进贤等恳免西洋人迁居澳门，两广总督孔毓殉

乾隆年间，各地教案频发，山东也发生了著名的

亦奏请准令西洋人在广州天主堂暂住。次年十二月

李松案。案件缘起于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湖北查

礼部议复孔毓珂所奏，准许各省送西洋人暂住广州

获传教士吧地哩央等４名，欲往陕西传教。乾隆闻

天主堂。至此天主教在华除广东外全面被禁。

奏，传谕各省督抚严密查拿。陕西渭南县很快搜获

查禁天主教随即在全国展开。雍正二年，济南

传教士呢吗方济各及马诺２人，他们供称陕西、山

将军庙街教堂被强行拆毁，南怀德、康和子等教士被

西、山东、湖广、直隶等省俱有传教士在传教，且广州

迫离山东人京。雍正七年山东布政使费金吾曾述及

曾派教士１０人往直隶、山东等省传教。乾隆当即下

山东禁教之事：“兹查得历城县原有西洋人南怀德

谕山西、山东、湖广、直隶各省督抚严密查拿。十二

等，已于雍正二年间进京，所遗天主堂二所，一改为

月，两广总督舒常等奏，据查获之西洋人哆ｌ罗供称，
上年三月，有西洋２人，一名吧地哩哑咬，一名吧哩

育婴堂，一改为义学讫。此外所有房产，因部文未经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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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哩地，欲往山东传教，系山东李姓引去；九月，又有

区之责任。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山东又开始恢复，

西洋２人，要往湖广、四川传教，亦是山东李姓引去。

１８４２年底教民达到５０２０人‘１０］（Ｐｌ叭１鲫。

乾隆闻奏，谕令山东巡抚明兴立即将李姓一犯及往

总结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主要

山东之西洋教士严拿务获，解京审办［１１］‘蝴）。乾隆

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天主教在山东的发展情况，

五十年二月，明兴奏称已拿获私赴山东传教之西洋

与明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密切相关，明清政府对

人吧地哩哑唛、格雷西洋诺，接引传教之李松、劭珩，

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天主教在全国包

自称神甫之朱行义，以及辗转窝留之任文臬、张泰、

括山东的传播。其二，与其他各省不同，方济会在山

胡恒、韩三等。李松系历城县城东谷家坟庄人，素奉

东的传播占据重要地位。Ｉ且东不仅是方济会中国教

天主教，在其家搜出《圣教四规》等项书版４７块、

区开拓地，而且是中国北方方济会传教中心。雍正

《天主实义》等项经卷６３本，及十字木架、瞻礼单等

初年禁教以后，方济会士更成为坚持在山东传教的

物。李松供称，其家自祖父以来俱传习天主教，其本

中坚力量。其三，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山东传播的据

人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同广东人李刚义前往广东澳

点在济南，这与近代以后登州成为基督教在中国北

门，引西洋人梅神甫到京，在临清、直隶威县等处传

方传播基地形成对比。１８５８年中英签订《天津条

教。其后又代梅神甫寄信广东数次。四十九年九月

约》，增开登州（开埠时口岸设在烟台）等十口为通

间，闻有西洋人白姓住在东平张泰家，曾往见过。另

商口岸，登州遂成为近代基督教在中国北方传播的

外西洋教士吧地哩哑唼，华姓白；格雷西洋诺，华姓

桥头堡。

伊‘１２】‘麟瑙＂。三月，各省拿获共１８名陆续解京，
乾隆谕令刑部将各犯牢固监禁，以示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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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今念该犯等究系外
夷，未谙国法，若令其永禁囹圄，情殊可悯，所有吧地
哩央等十二犯，俱着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
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着该部派司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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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其

１７３２）［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人官。所有接引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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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至内

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Ｍ］．北京：人

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悔改，即将呈
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ｌｌ】∞７５’可
见中国籍教士教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１８世纪末的欧洲，耶稣会被禁，很少再有传教
士来华。到鸦片战争前，只有少数几名教士仍在北
京、直隶、山西、江南工作，但很少来山东。直到

１８３８一１８３９年，罗马教廷将中国传教区划分为１２
个代牧区，山东代牧区于１８３９年由北京教区分出，
首任代牧为罗类思（Ｌｕｄｏｖｉｃｕｓ Ｍ撕ａ Ｂｅｓｉ），主教公
署设于武城十二里庄，方济会士江类思（Ａｌｏｉｓｉｕｓ
Ｍｏｃｃａｇａｔｔａ）为新代牧区副主教。１８４０年罗类思受

命为江南教区署理主教，江类思即负起维持山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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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 程玲娟 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东教案研究 2006
晚清山东教案或民教冲突主要是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山东地方社会发生一系列碰撞而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会频繁发生碰撞，这种碰撞的根源与实
质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教会教士在入住并试图立足于山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与地方社会所发
生的碰撞主要缘于教会教士作为一种新的不同的势力强行涉入地方社会所引发的社会空间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本文即是从资源争夺的角度来审视晚清
山东所发生的重要教案或民教冲突。一般来说，资源争夺可分为物质资源的争夺和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本文选取梨园屯教案、兖州教案等作为非物质资
源之争夺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在这些教案中，民教双方的冲突主要围绕非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本文选取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诸如曹单砀山教案
、巨野教案、沂州教案、嘉祥教案等作为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案例来探讨，在这些教案中，民教双方的激烈冲撞主要是由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引发并展
开的。
梨园屯教案发端于传教士和教民要在该村玉皇庙建立教堂，此案中民教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发展与农村民众玉皇信仰息息相关。所以该案可以被看
作是“上帝”与“玉皇”之间的一场斗争。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玉皇庙已经成为村社中公共的文化信仰空间，而教堂作为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外国公
使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被迫授权下，强行切入村社抢占村社公共的信仰空间；与此同时，教会势力与村社精英展开政治资源的争夺，当村社精英不得不成
为村社事务的旁观者和容忍者时，教会便成功夺得原本属于村社精英主导的管理空间和权力空间。为了维护传统村社的空间资源及空间秩序，村社精英
特别是村社布衣精英与民间组织结盟，领导民众将这一对抗进行到底。如此，教会与村落、村落群的空间争夺战在持续升级中通向义和拳运动的爆发。
兖州教案缘于天主教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欲进入儒教圣地——兖州城设堂传教，因此该案可以被视为“上帝”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冲突。作为圣人
故里兖州早已历史地成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空间、儒教信仰空间，而兖州官绅则是这一方文化空间、信仰空间的天然尊长和当仁不让的主宰者，他们掌控
着这一空间内的诸多资源如文化资源、信仰资源及舆论资源等，而这些资源又现实地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源。教堂作为陌生空间，依恃强权屡次试图打
入异教空间的圣城，兖州官绅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各种资源，于教案初期发起强有声势的“揭帖”战，并以“身体”和“性”为主题与教会方面展开
信徒资源的争夺。最后在德帝国强权的支持下，教堂空间终于成功切入兖州城。教会空间的成功切入从“符号战争”的角度来说，天主教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反教斗争以及官绅所掀起的反教舆论动员已经使得反教的观念、意识在更大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空间的争
夺势头和深入人心的反教动员相结合，在随后的义和团风暴中深刻显现出来。
从如上的教案来看，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是造成民教矛盾与冲突长期胶着的主导因素，但是把晚清山东教案之主要原因都归结为非物质资源的争夺
，显然是片面的，它更广泛的是表现为物质资源的争夺。或者说物质资源的争夺在某些地区的教案诸如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中表现的更为激烈、残酷
，如曹单教案、巨野教案、嘉祥教案与沂州教案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交织着权力的争夺。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为教会依恃强权广泛干涉地方词
讼以及争夺村社主导权等；而物质资源的争夺则主要表现为财物、收获物、房产及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在生态危机中，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欲
立足于地方社会并得到扩展，就必须参与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在这场资源争夺运动中教会因有国际背景而占有优势，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才能够以强
劲的势头冲击、挤压着的地方社会的经济空间、权力空间以及民间组织空间。这势必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地方官绅及民间组织的或明或暗、或缓或急、
或单独或联合的抵抗与斗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的步步进逼之下，国家的生存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威胁的情
况下，大量的民教冲突在长期的、严重的资源争夺中不断趋向激化、升级并最终通向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3.期刊论文 赵玉华.刘凌霄 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
文章以法国和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例,选取几个不同角度考察了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异同,认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所
导致的不同属性是二者在华活动特点的最深刻导因.

4.学位论文 张振国 拒斥与吸纳：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应对——以明末至鸦片战争为限 2008
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的文化移植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本土文化。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
所要面对的主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
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我们中学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
。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共分三部分对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
逾越的问题。显然，在传教士眼中，中国的祭祖仪式属于异教偶像崇拜，即使是利玛窦也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祭祖在中国社会运转中所具有的重大
社会意义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无异于关闭中国人步入天堂的大门，严峻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重新
考虑中国祭祖礼仪的性质。于是，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思维框架中，利玛窦借用儒家经典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化了祭祖礼仪的世俗道德内涵，而故意忽视
其中的迷信因素，要求传教士尊重中国民众的祭祀习俗，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其后来华的多明我方济各等托钵修
会的传教士，则出于宗教的本能而把中国祭祖礼仪列为应当禁止的迷信范畴，对利玛窦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把自己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识上报罗马教
廷请求裁决，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质疑及教廷的压力来华的耶稣会士选择康熙皇帝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特别依据，使“礼
仪之争”突破了单纯神学急诊的范畴而演变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利弈，结果导致了中国政府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
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中国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祭拜木主、烧纸钱、向祖先祈福等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习俗却态度一致，视
为典型的迷信行为而对之予以系统的文化批判。然而，面对中国信徒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即使是视中国祭祖礼仪为迷信行为的托钵修会传教士
，也不得不对中国民间的祭祀习俗做出相对宽容的姿态，不仅尽量适应地方的习俗礼仪，而且把天主教的内涵融入民间祭祀礼仪之中，希望信徒能以天
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第二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
仰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因此，为实现“中华归主
”的夙愿，传教士在入华之初即对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文化上的“扫荡”，试图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城隍、关公、观
音、灶神等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性神灵进行批判，宣扬天主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民间社会盛行的算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行
为以及各种巫术活动予以批判，指责其对天主权能的僭越。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学
说的“卫道士”，以儒家人文主义的标尺对民问信仰加以评判，批判其荒诞与虚伪。尽管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入情入理，但其实际功效却并不乐观
。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影响力，使其难以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
，虽然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宗教意识向来比较淡薄，因此他们对于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回应主要聚焦于祭祖、祭孔的礼仪方面，而在民问神祗
及世俗迷信问题上并未与传教士形成对话，但这远不足以使其转而改宗天_丰教，因为，毕竟民间信仰已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儒家士大夫阶层
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传统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民问神祗的先天仇恨，更加之被中国民众对待神灵的那种随意性乃至鄙夷、侮慢的表面现象所
蒙蔽，有些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然而，实践证明，传教士及其信徒对民间神祗的这种直接打击，导致他们与
民间社会乃至官府的积怨日深，给福音传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征服偶像活动逐渐发生转向，由直接的“暴力”打击转为与民间神祗之间的
“法力与灵验一的“和平竞争”，以此收服人心。他们利用中国民众对圣物崇拜的心理，充分发挥圣水、圣像、十字架在归化信徒中的作用；介入民众
日常生活，与和尚、道士、巫师斗法，驱魔禳灾以赢得信徒；大肆宣扬天主神迹，以天主的灵验收服民心。不过令传教士尴尬的是，他们为收服人心所
采取的举措竟然与民间信仰极为相似，因此，在赢得民众大批归化的表象之下，中国教民原有的信仰心理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则难有定论。当然，对
于天主教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尤其是摧毁神灵偶像的过激举动，中国民问社会也予以积极回应，他们或制造、传播谣言丑化传教士及天主教
，或对传教士及其信徒实施直接的报复行动。第三部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因应与吸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中华归主”的战略
目标，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而本土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
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布道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把民间信仰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鉴于当时传教环境的恶化
，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民间信仰作为适应的对象，借鉴民间信仰的生存及传播方式以使福音得以延续。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
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
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
下层民众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一些传教士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以
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
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清中叶天主教依靠
众多散居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立性习教，度过了官方禁教的严厉时期，成功避免了天主教在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使其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
，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孕育出带有中国民间小传统色彩的天丰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
晚清教禁开放后，成为天主教在华复兴的基础。当然，由于教会统一组织与管理的缺失，这一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没有严格的规范，使自身与中国民间
信仰之间应有的距离难以把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失，使天主教在教义、礼仪方面呈现出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民
信仰的波动；而且，天主教的下层路线使其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世人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为近代反教谣言的泛滥埋下伏笔，使之成为
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

5.期刊论文 江斐 梨园屯教案与冠县乡村社会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1)
19世纪中后期,外国教会势力渗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引发了村民之间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观念冲突.同治八年(1869年),梨园屯民教双方
议分义学之地,教民获得包括玉皇阁庙基在内的三亩多宅第.在如何处理村庄公共财产--玉皇阁庙基这一问题上,民教双方围绕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的五次
冲突,折射出了民教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财产权观念上的分歧.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由于地方政府无法协调村社内部的矛盾,长达20多年的民教矛盾终
于发展成为亲戚乡邻间的血与火的战斗.

6.学位论文 孟凡胜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研究 2009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采取灵活的传教策略，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结交上层士大夫，并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融合，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坚持按天主教的教义进行传教，导致天主教遭受中国传统势力的围攻
，最终在“南京教案”发生后被禁止。清取代明之后，由于顺治皇帝的优容和保护，天主教得以逐渐恢复，但“礼仪之争”又使得天主教遭到全面禁止
，从此走上非法的道路。天主教的衰落具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天主教内部各修会的分裂等等。天主教在明末清初
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了西方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传教士们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史料，对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
证，并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从四大部分展开论述：<br>
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迫切需要到海外传教，以扩大天主教在世界的影响
力。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活动，也为传教士的传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一时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了中转站。在中国国
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这些都使得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难度加大。<br>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明末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依托澳门为中转站，以灵活的传教
策略一度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得天主教走向衰落。清朝初年由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获得了顺治和康熙
的认可，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天主教的传教策略有所改变，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明末和清初的传教方法、传教对象都有所不
同，本章也展开了论述。<br>
第三章主要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衰落的原因，主要从政治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内部的分裂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四个方面分析了天
主教衰落的原因。这其中传教士内部的分裂是主要原因，传教士们的传教策略各有不同，各修会之间又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使得传教士的凝聚力大大
减弱，因而面对中国传统势力的攻击时缺乏应对能力。<br>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了西方，成为西
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载体。

7.期刊论文 金刚.JIN Gang 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8,28(1)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
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
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8.学位论文 赵志强 天主教胡庄村的社会变迁 2003
前言部分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旨趣,即对村落研究、宗教研究学术兴趣的由来以及选择胡庄村作为该次田野工作地点的原因,并介绍了该项研究所采用
的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与该研究有关的村落研究和宗教研究的一般理论,以及天主教在西方和中国本土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章从地理位置、人口
与经济、社会组织、天主教信仰四个方面介绍了该所在进行田野工作的地点——胡庄村的社会背景及信仰天主教村落的组织机构和基本运行状况.第三章
从历时性角度以1604年胡庄建村为起点描述了近四百年来胡庄村落的社会变迁以及胡庄天主教文化小传统的形成与演进史,说明了多元文化在社区背景下
冲突与融合的态势,并简要论及了胡庄村落历程中国家力量对社区生活的逐步涉入.第四章从共时性角度对胡庄村当前的日常生活、宗教生活和内外部社
会关系加以描述,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态势下胡庄村的生活场景,并用以小见大的微观考察事例,进一步证明胡庄村落传统所具有的中西文化合壁特色.第
五章对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化与宗教世俗化等三个有关的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

9.学位论文 袁墨香 马戛尔尼使华与天主教传教士 2005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清朝。这是中英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国家间交往。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让英国急于向外扩张，寻求倾销市场。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中国；由于当时的清廷国势正盛，英政府不可能采取武力措施
打开中国市场；因而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访华，希望同清廷谈判，改善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从16世纪开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东来。在以后的大约200年间，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风俗、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学传入
中国，促成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繁荣阶段。这些传教士成为最早的“汉学家”，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
葡、西、荷等西方国家逐渐与明清政府发生接触。他们多次组织商团或者使团来华。作为了解东方的西方人，传教士就成为中西交往的媒介。他们
不仅仅作为双方的翻译，也是西方使者入华的“引路人”。
马戛尔尼使华不可避免的与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生联系和接触。那么这些传教士在第一次英使入华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是仅仅作为中英双方的语
言翻译而存在的?还是起到了更多的影响?本论文正是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文章凡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主要总结了以往学者对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研究。指出一些学者从清朝角度出发，认为马戛尔尼出使的失
败是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另有一些学者从礼仪、文化、贸易等角度出发，研究马戛尔尼的出使。多数学者将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中英双方。很
少提及第三方在这次出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因此本文就此提出问题：传教士在马戛尔尼的出使中究竟是起到了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是叙述和分析马戛尔尼出使前的准备工作与传教士的关系。首先是分析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华的背景与目的，指出中英贸易的发
展演变和英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戛尔尼使华的背景；而通过外交途径，来改善中英贸易的状况和在华的英商的待遇，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就是此次出使的目的。接着论述马戛尔尼的出使准备工作，尤其是详细论述使团需要翻译和媒介，传教士正是充当了这个角色，突出分析使团在英国
并未找到合适的翻译，在欧洲找到的传教士翻译并不能完全胜任。再次分析天主教传教士在乾隆朝的状况，指出传教士已经不能像康熙朝那样备受信任
，由“帝师”降到“陪臣”和“工匠”。
第三部分主要是讲述马戛尔尼使团与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关系。首先是介绍在马戛尔尼使团入京前，与在华传教士的接触；其次是从两个方面分
析马戛尔尼使团与在华传教士：对英使不友好的传教士(以葡籍传教士为主)和对英友好的传教士(以法国籍传教士为主)；然后分析造成传教士对英使团
不同态度的原因是英葡矛盾和传教士个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分析了乾隆给英王的第二道敕书中的关于传教的问题，重点分析传教士是否在其中起到重要
作用。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首先分析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与传教士的关系，先分析了对此问题的两种观点，再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同时，必须看到偶然性的存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葡籍传教士在清廷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通过和砷等清朝重臣直接影响了马戛尔尼的出使。
最后从马戛尔尼使华的个案，察看传教士在清前期的中西外交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传教士是当时唯一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宫廷的西方人，对中国最为
了解，成为当时中西交往的媒介。因此在中西最初的外交活动中，他们也确实发挥了沟通双方的作用，成为西方使团入华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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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民族背景和天主教信仰无论是对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性格,还是对他的作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暴露了人
类灵魂的阴暗面,抨击了当时清教主义对人性的禁锢及一些美国人为物质利益而出卖灵魂的实利主义倾向.然而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作者在放弃了天
主教信仰后,经过对归属和生存意义的痛苦艰难探索,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天主教所信奉的"罪行-忏悔-赎罪-拯救"这一老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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