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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研究专题＊

‘

等主持人段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而较之于中国其他
地区，西北地区的基督教历史与现状研究都比较薄弱。目前学界研宄的视角主要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本期的这蛆论
文，是２００７年６月５ Ｅｌ到６月６日在兰州大学举办的“宗教对话与和谐社掣’学术研讨会相关议题的论文，两篇是从历史学的

视角切八西北基督教的研究，一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解读中国的基督教现状。汤开建教授的文章对明清之际天主
教在中国迫近的甘青地区传教活动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资料收集十分丰富，对史料的擎握之详、把握之准，在国
内有关研宄中亦难有人比拟。汤开建教授的文章表明，甘肃天主教在清中期之后，虽然历经教难，但由于传教士及中国
教士的努力，天主教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这一论断推翻了以柱认为在雍乾之后中国天主教基本被消灭的论断。段琦研

究员的论文利用《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书中提供的有关资料，从若干方面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甘肃省基
督教状况进行了详细的研宄，说明当时甘肃省基督教各项事业的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绝大多敷的省份，文章还讨论了其对
今天甘肃省基督教的影响，丰富和充实了薄弱的甘肃省基督教近代吏的学术研究。李创同教授与林连华的论文以详实的
第一手资料描述了作为外来人口教套的ｘ市基督ＳｉＴ聚合点的形成、发展过程，并以此为案例讨论了“以堂带点”管理模式
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重要且为人所忽视的问题，不仅如此，作者扎实
的田野工作学风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所提供的详实个案也将产生更广泛的意义。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汤开建
（暨南大学文学院

刘清华
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１

内容摘要：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
展。始白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
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

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巳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
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
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次比一
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

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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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教一支的景教，早在唐元之际己传入

甘肃，但入明以后，甘肃之景教已经绝迹。迨至明
末，随着天主教的入华，特别是万历二十九年利玛
窦成功进入北京，天主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甘青地区传教活动勾辑成文，并辅以考证，以求教
于学界。

一、明末清初进入甘青地区的耶稣会士

僻处西陲的甘肃也开始有了传教士的足迹。入清以

关于明末清初甘肃天主教传教问题，中国史籍

后，继续有传教士进入甘肃，并在兰州、武威、甘

与文献鲜有载录，西方天主教文献记录也ｒ分稀

州等地率先建立教堂，使天主教在甘肃获一定程度

罕，因此这个问题仍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而

的传播。康熙来年开始的禁教时松时紧，甘肃的天

地方教会史学者或地方怎编纂者，或据教会内传，

主教虽遭打击，但逾至乾隆末年，其传教活动仍然

或依据并非第。＋。手资料的１日籍，对明末清初天主教

可见。学术界近年逐渐关注区域传教史之研究，然

传入甘肃之事作了种种述说和断语，且相互抵牾，

于甘青早期传教史的研究则惜于零散与粗疏㈦本

桀讹甚多，故有必要对诸种早期传教士在甘肃活动

文拟梳理中西文资料，将上迄明末下至乾隆末期的

事迹作一系统梳理，以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２９．
：
作者简介：汤开建（１９４９－），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史、港澳史及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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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开建．刘清华·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１．鄂本笃。第一位进入甘肃地区的天主教传教
士应是葡萄牙耶稣会士鄂小骂（Ｂｅｎｏｆｔ

ｄｅ

Ｇｏ包）修

会士金弥阁、杜奥定、高一志．郭纳爵及万密克
等人的传记资料，均无上述传教士进入甘肃传教的

二Ｅ。当万历■ｒ九年（１６０１）利玛窦进入北京后，

记录。可以－龅，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同文轩先生这一

中国天主教获得迅速发展。但当时的葡萄牙远东

说法的中西文原始资料的凭据，姑且存疑。但高一

天主教总部果阿方面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只

志、杜奥定、郭纳爵等在崇祯十年前后确实在陕

知道“此国有基督徒，有教堂、司铎，有天主教礼

西传教，当时皆肃尚属陕西，或可当时几个西教士

仪。”闭ｌｌＳ果阿方面急需了解中国，故想在陆上开

确实来过甘肃而为人之略记。

辟一条通途，直达北京。当时出任果阿总主教的梅
尼赛斯（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Ｍｅｎｅｓｓｅｓ）就将这一任务交给了

熟悉多种南亚、中亚语言的鄂本笃修士。
鄂本笃偕Ⅱ美尼Ⅱ人依撒克（Ｉｓａａｃ）

３方德望。真正进入甘肃传教的第一位传教
士应是方德望。方德望（Ｅｔｉｅｎｎｅ

Ｌｅ

Ｆｈｖｒｅ）神父，

字玉清，法籍耶稣会士·１６３０年１０月入华，１６３５年
到陕西传教，并开教于汉中，后进入西安传教，

于１６０２年１２月２日从莫卧儿王国的弧格拉出发，经

主持陕西教务，以致陕西入教者甚众。从现存资料

拉台尔、向沙瓦、ｎｌｇＬ羌、库车、吐鲁番、哈密，

看，方德望应该足最早进入Ｈ肃传教的耶稣会士：

于１６０５年（万历ｊ十三年）１２月２２日到达肃州。到

据《武威市志》载：“据《甘肃通志》载：清康熙

达肃州后，由于沿途官府及回教徒的“种种刁难和阻

口ｑ年（１６６５），比利时会士方玉清从陕西汉ｒ｛Ｊ来武

挠”，“等待着他们的艰险，竟百倍于前者’【２】“５。凶

威传教。”但不知此据何种《甘肃通志》？方德望

此，鄂本笃在肃州两次修书致在北京的利玛窦，希

为法兰西人，非比利时人；方德望死于顺治十六年

望利氏派人来接他进京。后鄂本笃义染疾，卧病在

（１６５９），何以康熙四年还来武威传教，武威市志

床，至１６０７年４Ｈ １１日去世。鄂本笃在肃州居停一年

显然传讹。《甘肃通志稿》之《外交志》载：“明神

半时间。鄂术笃虽然是葡萄牙天丰教修士，佩他这

宗朝法兰西教士方德望传教陕甘，甘肃教务属西安

次到甘肃只足旅行途中因故居停肃州，并无在甘肃

总堂，派教｝：来甘敷教，有左司铎，王司铎者，皆

传教之使命，因此鄂本笃至甘肃并不能算作甘肃天

华籍。”ＩＳ｝６

主教的开教。但鄂氏的日记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同上书之《民腹志》又载：“甘肃传教……或

回人欠他的帐目也被他们夺走，兄欺侮那些亚美尼亚

云明神宗时传来，由两安总堂管理。”Ｉｓ】２１此载亦为

人与鄂氏在途中所收养的儿童，并谓他们原为回教徒，固

传讹。其一，方德望入华在崇祯三年（１６３０），时

上鄂氏的当而不拜阿拉了。ｆ３】３７４

为毅宗朝，非神宗也【２ Ｊ２”；其二，明末甘肃不可能

这说明，鄂氏曾将收养的几个穆斯林儿童授

出现华籍词铎，中国第一位华籍司铎为罗文藻，时

洗，使其改崇天主教。笔者认为。鄂氏的这一行应

在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此乃后入附会ｍ”。然方

动为明清之际天主教在甘肃境内最早的传教活动。

德望确实来过甘肃传教，应在方氏开教汉中以后。

２金弥阁、杜奥定、高’志、郭纳爵及万密
克。甘肃本地教会人士同文轩先生撰写的《甘肃天
主教志》记载：

《天主教传行一”国考》记载日：
素祯七年，方公奉命入陕。有韩姓官，圣名斯德望，
帮助方公传教，教务日有起色。初立堂于汉中，渐推及他

明案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前后，由创设于明天启五年

城…·－其时陡省虽遭李闯之乱，居民流离失所，而教务兴

（１６２５）的原山陡教区山西绎州、蒲州与陕西西安等地来

隆，如嘲如涌，二十年后，传教十五城，授洗至二万四千

甘肃传教之耶稣会士比利时弗拉芒人金弥阁、意大利人杜

之多。方公之存神过化，可想而知，惜其传教事实，失于

奥定、高一一志、葡萄牙人郭纳爵、德国人万密克，在我省

记载，多不可考。㈣Ⅶ１

凉州西乡松树庄、永昌东乡永宁堡，九坝与山丹南乡徐家

据费赖之书，１６３５年方德望开教汉中、城固、

盘山等地，劝化受洗入教之少数乡人，及初步所建之筒易

洋县。汉中西行即入甘肃天水，方德望后来“传教十

教堂。㈠。

五城”【９㈨，即应包括进入甘肃的传教。胡士斌先生

同文轩先生在同书中又指出：武威西乡松树

《天丰教天水教区传教史》引《方德望神父小传》

庄、永昌永宁堡、永昌东乡九坝、山丹徐家盘山等

称，“１６３６（或１６３７）年，法籍耶稣会士方德望应陕

四座天主堂均初建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４】４”１。

甘总督之请，由汉中至兰州、灭蝗传教”㈣“。这一

同文轩先生的这一说法，并无原始资料的出

说法人体可信。义《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井兴

处。而查阅费赖之、荣振华及方豪神父有关耶稣

修公坟碑记》载：“麦公之来兰、凉传教，适继方

①而梅氏兄弟洋本将叫々教十五城”译为“在洋县、城圊县和汉中府建直了若于新的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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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后，盖方公之来敷教于吾教区之永宁堡也，尚

据荣振华提供的资料，李方西来过甘肃传

在康熙中叶。故老相传遗译未斩，史编集志，有遗

教应确有其事，是否如《甘肃天主教志》所

迹有寻。”叫２２６永宁堡在今武威与永昌之间，此碑

言１６６２～１６６５年间均在甘肃居住，并于１６６５年在凉

所言之“方公”，当即法籍耶稣会士方德望。此碑虽

州建教堂，同时又在Ｈ‘肃被捕昵？费赖之《明清

是民国三十年迁葬麦公坟时所立，但关于麦公传教

问在华耶稣会、ｆ：列传》提供的讯息否定了上述说

旧事，当是录自旧碑，故所言可信。但“尚在康熙中

法：“正当传教事业前途无限美好的时候，四辅臣却

叶～句．当是后人推测时间，明显失误。方德望入

颁布了攻击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谕旨……神父不愿

甘肃传教之事据《甘肃天主教志》：

躲避，径自回到西安总堂，准备投案。５天之后，神

方德望于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由胰西汉中来甘肃传

父被捕入狱。”１２１２８５
这一资料表明康熙ｊ年（１６６５）教难爆发时，

教，并传教于凉州西乡松树庄、永昌东乡丸坝村、永宁
堡、山开东多老君甘泉子、南乡徐家盘山一带（上述传教

李方西在西安被捕，牢中关押４个月后，被押送到

地．占’除永宁堡外，方德望于其他地点的传教并无原始凭

广州。故１６６５年李方西不可能在凉州建教堂。余以

证）。［４１９

为，李方西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左右曾到过甘肃传教

这一说法比较合理。１６４１年方德望曾进京工

应为事实，但是否到过凉州，是否在凉州建堂，

作，清军进京后，１６４７年，方神父义回到陕西：“有

井无确切资料证明。值得注意的是费赖之《李方西

时居住在西安府，有时在汉中，而他的同伴则在其

传》中的一条资料：

他城镇传教。”ｍ３２方神父病逝于顺治十六年，故

李方西神父组织了４０个热心善会，会员们都非常热

可知，顺治十二年时，方神父进入甘肃传教当为可

心，四出奔走从事培训新教友和劝化外教人的救灵工

信。

作…

于是，一些热心而又明白教理的教友就代替神父奔

４．白乃心、吴尔铎。继方德望神父进入甘肃

波于省内最遥远的地区…·还有一位教友固料理私事走

的欧洲传教上是奥地利籍耶稣会士白乃心（Ｊｅａｎ

到鞑靼边境甘州府，由于他的高尚德表和循循善诱．竞

Ｇｒｕｅｂｅｒ）与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吴尔铎（Ａｌｂｅｒｅ

有２００余人弃绝佛道，改信天主。吲孙５

ｄ’Ｏｒｒｉｌｌｅ）。耶稣会总会为了寻找＋条比海路更安

荣振华则称李方西在甘州时，他的一位讲授教

全便捷的通往中国的陆路。１６５６年２月８口，新上任

理者给超过３００人授洗【１ｑ２”。这应是李方西在甘肃

的耶稣会总会长向白乃心发出训令，派遣他执行这

传教时，天主教拓展到甘州的确凿证据。

一任务。１６５８年７月白乃心抵澳门。不久，被北京

６张安当。《甘肃天主教志》称：“康熙三十

耶稣会负责人汤若望邀请赴京，并征得顺治皇帝的

年（１６９１）有耶稣会士、传教士，意大利人张安当

同意，自乃心与吴尔铎均拿到清政府的旅行护照，

‘Ｐｏｓａｔｅｒｉ，Ａｎｔｏｉｎｅ）由陕西来甘肃传教，得康熙

于１６６１年６月从北京启程，一个月后到达西安，大约

ｌ’列子允褪捐助，于凉州城内和西乡松树庄各建成

又花了一个月时问到达西宁。两位神父在西宁逗留

初具规模的教堂一处。”仲ｏ《甘肃通志稿》甚至

了半个月，并“多次测量了西宁的纬度和ｌ：５度，还对

称：“又云，康熙十四子允褪奉天主教，凉州天主

那里的城墙进行考察”Ｉ”１３”。．虽然两位神父在西宁

堂即其所施，不知确否。”ｍ１《武威县天主教福

居停了半个月时间，留下了欧洲传教士的足迹。但

音奉教人数表》称：“武威天主教设立年代：康熙三

从他们在西宁进行的活动来看，主要是科学考察，

十年。天主堂地址：城西南隅考院街一处，西乡怀

而无传教活动。

渠陈家松树庄一处。”【１５】张安当在甘肃传教亦有原

５．李方西。《甘肃天主教志》称：“康熙元

始凭证。费赖之《张安当主教传略》；“１６９１年，张

年，有耶稣会士、传教士意大利人李方西（Ｄｅ

安当神父先后去了山西、陕西、甘肃，并在那里设

ｎａｎｃｅｓｃｏ），由陕西西安来甘

立了若干堂［＿＿｜。”矧４４５荣振华《张安当》‘称：“张安

Ｆｅｒｒａｒｉｉｓ，Ｇｏｖａｎｎｉ

肃传教，１６６５年于凉州建教堂，并于同年由四位

当，字敬斋……１６９１年于陕西，后到甘肃。”ｌ”垮１７

摄政大臣作出的康熙朝第一次禁教期间遭逮捕驱

根据这些有限资料，可以比较确切地知道，张

逐。”关于李方西神父甘肃传教事务，可证于荣振

安当在甘肃传教在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后。武威松

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中：“李方

树庄天主堂始建于康熙三＿卜年大致可信，一是成

西，字六宇。（又名）何泽国，字灿旺……１６５９年

书于民国年间的《武威天主教福音奉教人数表》

在西安，１６６２年左右在Ｈ‘肃，１６６５年仇教期间被

称，“武威天主教堂设立于康熙三十年”。二是教会

捕。”㈦１７２

内部《甘肃天主教志》亦称康熙三十年张安当在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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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开建．刘清华·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９沉

５７

州建天主堂，与西文资料合。但须指出的是，张安

之《穆敬远神父传略》称：“雍正帝登基伊始，

当康熙三十年修建松树庄天主堂时，不可能得到康

穆神父被诬控参与皂弟阴谋一案，因而被充配边

熙十四子允褪的捐助。因为允褪生于康熙：卜七年

疆。穆神父照常从事传教工作，并在苏尔金或苏努

（１６８８），到康熙三１。年时，允褪才三岁。《甘肃

（Ｓｏｕｒｍｉａ或Ｓｏｕｎｏｕ）家人协助下，在青海地区劝

通志稿》及《甘肃天主教志》称，康熙三十年允褪

化了几家教外人，造了几处圣堂。”［２１６６９巴多明神

施舍建凉州天主堂，是决不可能的事。但康熙五十

父１７２４年８月３０日北京的信亦称：“（年黄尧）在奏

七年（１７１８）后，允褪主持西北军务达四年之久，

章中，他控告类思（勒什亨）和若瑟（乌尔陈）进

再加上允褪与西洋＾穆敬远关系密切，极有可能捐

了基督教，还花钱造了一座教堂，并经常秘密地和

资建造凉州天主堂，但不应在康熙三十Ｊ年，而应在

穆敬远神父交谈７’【１ｑ”。

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间。这就是说，凉州天主

荣振华根据档案资料称：“】７２３年开始在西宁建

堂康熙三十年是初建，很可能是比较简易的建筑，

教堂，不久之后此地就发生教难”㈣２８８。这教难明

康熙五十七年后，得到允褪捐助，才建起初具规模

显是指抓捕穆敬远进京之事，故１７２３年西宁所见教

的教堂。至于允褪奉天主教之事，更是讹传，以目

堂当为穆敬远所建。而赵盛世先生认为：勒世亨与

前所见中西文资料，尚未有记录允褪奉教之说，当

乌尔陈可能有在西宁传教和捐资建堂的企图，不过

为《甘肃通志稿》录误。

在当时的情势Ｆ，也难成为事实。以“被人监视的情

７．艾逊爵（Ｐ．Ｊｏｓｅｐｈ－Ａｎｔｏｉｎｅ Ｐｒｏｖａｎａ）。字

况下而难以传教”为ｍ应不能成立。又言短短■三年

若瑟，意大利耶稣会士。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来

时问内，很难在一个从未受过天主教影响的地区内

华，主要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传教，并负责该

传教建堂。此说更不能成立【１８］，一是前已证明，至

地的教务【２】５６２。康熙三ｒ八年（１６９９），甘肃总督

雍正初时，西宁地区已多次接受天主教影响；二是

写信给北京东堂的席老爷（疑为席澄元）．要求派

事实ｌ方济各会士叶功贤在１７１３～１７１６年间己在西

神父来兰州传教，艾神父遂来到兰州。总督给了艾

宁传教，１７１３年还在西宁买了一座亚美尼亚人的天

神父一处住所，艾神父在兰州创建了一个天主教社

主堂㈦”７；三是二三年时间足可以使～个地区的天

区。康熙四ｒ二年（１７０３），在兰州建起了两座小

主教获得一定程度的传播，此种事例不胜枚举。故

礼拜堂（艾神父于康熙四十一‘年凋回北京）１１４】２”。

赵先生之说法不能成立。

后来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功贤接受。

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二门雍正帝下达谕旨，将穆

８．孟正气（Ｊｅａｎ Ｄｏｍｅｎｇｅ）。字若望，法兰西

敬远“立刻九条锁孥解来京”。雍正五年七月，穆敬

人．１６９８年来华，据荣振华资料，于１７０３～１７１２年

远病故途中㈣１“１”。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四年，穆

在陕西西安传教，又据荣氏《１７００年前后中国北方

敬远及勒什亨、乌尔陈至少有二三年时间在西宁传

的传教区》一文，康熙四十无年（１７０６）曾到过西

教，除了在西宁建造了一库教堂外，他们的传教活

宁，为七到八个成年人逐个洗礼。孟正气在１７０６年

动应为天主教在青海地区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还到过凉州传教，他说当时“凉州已经有２０户基督教

用。

家庭”［１４１２“。但细节不详。
９．穆敬远。清代进入甘青地区传教的耶稣会士

１０除卜述传教士进入甘肃外，康熙三卜六年
（１６９７），安多（Ａｎｔｏｉｎｅ Ｔｈｏｍａｓ）与张诚（Ｊ．Ｆｒ．

还有一位．即是葡萄牙人穆敬远（Ｊｅａｎ ＭｏｕｒｊｉＬｏ）。

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神父随康熙出征噶尔丹经过宁夏，他们

穆敬远神父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来华，后进入清

在宁夏传播福音，“还付洗了一些人”【１４】２８８。康熙四

官，担任康熙帝的翻译。允耱为康熙第九予．“最

十七至五十（１７０８～１７１１）年问，为绘制《大清皇

敬爱西士，与穆敬远神父，为莫逆交”哪”。雍正

舆全览图》，先后有杜德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ａｒｔｏｕｘ）、雷

元年（１７２３），雍正命允祷出驻西宁。允糖邀穆神

孝思（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Ｒ６９ｉｓ）、费隐（Ｘ．Ｅ

父同往。后苏努子勒什亨、乌尔陈亦因袒护允褚

汤尚贤（Ｐ．Ｖ．ｄｕ Ｆａｒｔｒｅ）、麦大成（Ｊ－Ｆｒ

获罪，“着革职发往西宁，跟随允糖效力”㈣。在西

ｄｏｓｏ）、阳秉义（Ｆｒ，Ｔｈｉｌｉｓｃｈ）及潘如（Ｂｏｎｊｏｕｒ）

宁穆敬远与允禧、勒什亨、乌尔陈朝夕相处，“允

神父进入甘青地区工作【１４】２８７。２８８－㈣２２３－２２７，他们是

耱于圣教道理，知之甚悉”，勒、乌二人则“遂领

否在甘肃地区“给人付洗”，目前尚无资料佐证。但

洗焉。勒什亨圣名类思，乌尔陈圣名若瑟”【８】１９７。

这么多耶稣会士（潘如即山遥胆，非耶稣会士）进

穆敬远在西宁不仅给清宗室人员授洗，而且在苏

入甘肃境内，肯定对甘肃地区的福音传播产生一定

努家人的帮助下，在西宁地方设法传教。据费赖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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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展

凉州西乡松树庄天主堂和凉州城两考院街天主堂，

开的传教活动，而且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

也是接受耶稣会的旧产。不久，转赴西宁，又在西

地已建起了部分教堂和教会，并有了一定数量的基

宁买Ｆ了一座小教堂，并由一个业美尼亚人管理。

督徒。据此可言，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

在西宁，叶神父工作到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据

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叶神父１７１９年的信称，在甘肃，“在８年时间罩我

二、康熙后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与
甘肃天主教的发展
＿甘青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天生教传教活动始丁二
来自教廷传信部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熙三十五
年（１６９６），教宗渝令，中国设立九大代牧区，陕

为２１２人¨洗”（“Ｊ２”。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奉教
廷命，将山西、陕西两教区合并为秦晋教区，巾
梅节异神父出任首任主教。同时，又一批意大利
方济各会士先后来到陕西，为方肩升（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Ｓａｒａｃｅｎ）、麦传世（Ｆｒａｎｃｉｃｕｓ Ｊｏｖｉｎｏ）、劳佳碑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

Ｔａｕｒｉｎｏ）、王方济（Ｆｒａｉｍｉｓｃｕｓ Ｇ口一

西为其一，并任命教廷佳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Ｉ：叶

ｒｅｔｔｏ）等４人。梅主教上任后，将伞教区分为４个

功贤（Ｂａｓｉｌｉｕｓ Ｂｒｏ／ｌｏ）ｑｊ为陕西宗序代牧主教。韩

总铎区，为关中、陕南、兰州、山西。梅主教负责

承良神父称：“Ｎ１７００年代，我们可以说，方济各

关ｔｈｉ

会在ｒ｛１国的传教区已分成两个，即以前由西班牙主

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甘肃人地震，叶神父返回西

持的老传教区和近来由传信部方济各会士建立的新

安［２２］”。康熙六ｊ年（１７２１），叶神父被任命为湖

传教区。这个新传教区主要以由伊人任丰教管理的

广教区主教，定居湖南常德县。雍正禁教期间，Ⅱｌ

山东临清教区以及由叶宗贤主教管理的陕两西安教

神父从湖南逃出，准备去广东。雍正三年（１７２５）

叶神父负责兰卅ｌ，其余二区由耶稣会负责。

初，病逝于途ＩｔＩ一个叫马路口（Ｍａ－ｌｕ．ｋｏ）的小

区。”［２１１４５

一般来说，方济各会内人’ｆ．称留守山东的方
济各会士为“保守派”（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ｔｅｓ），而到西北

村ｉ２４】“４。叶神父在甘肃传教前后８年．在麦传世神
父到来之前，始终是一个人在甘肃各地旅行传教。

边远艰苦地区传教的青年方济各会士称之为“革新

在此期削，他不仅接受、恢复、重建了‘批耶稣会

派”（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故进入甘青地区传教的意大利

放弃的教堂和教会团体，而且在耶稣会旧有的基础

方济各会士多为青年革新派人士。
最早进入甘肃的意大利方济各会Ｉ．为叶功

Ｅ又发展了自己的新教区。荣振华是这样订价叶神
父的传教事迹的：

Ｍａｏｌｅｔｔｉ，后称ｊｏａｍｌ鹊

叶神父提到一共有９个地方有教堂或布道

Ｍａｏｌｅｔｔｉ）。叶神父１６６９年出生＿丁二意大利米

堂，１５～１６个其他教会团体。有一些规模较太，而有的

兰市附近的塞拉瓦勒镇，１６８８年加入方济各会革

仅有很少的皈依者。像兰州和甘州的一些教会就很有可能

新派。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入华，并从广州来

是耶稣会士建的，还有一些如固原卫的教会就是由热一心的

到两安，协助第二任陕西宗座代牧主教梅书舁

外行人建立的。但是，这些成绩毫无疑问走都是在先驱叶

贤（原名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ａｐｔ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Ｌｏｇｈｉ）传教，往西安建立一座新教

功贤神父的努力下取稃的。在这片广表的土地上，跟随他

堂，将两安发展成为意大利力济各会西北传教中

的仅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传道员。但是，他的传教很大程

心［２２】”。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叶神父效法圣保禄

度是依赖那些愿意帮助他的人们，特别是他经常提及的各

作旅行传教，跟随他的仅有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传

地教会的套长们，甚至还有个别女性教会固体的女掌门。

中文档案也保存了这一时期甘肃传教的简略讯

道员【２３］。首先来到兰州，接受ｒ耶稣会士在兰州
建立而后又放弃了的传教据点。他们在兰州居住两

息：

年，付洗１７０人，并在兰州东门外旧教堂的基础上重

兹据该司等（布政司、按察司）详称，甘省地处边

建一座新堂。在兰卅｜’由于僧侣们的极力排斥和反

陲，土瘠民贫，耕牧者多，识字者少。先于康熙五十一年

对，康熙五卜二年（１７１３），他又迁居凉州，并在

间，有西洋人麦传世、叶宗贤二人先后来兰，于东ｆ１外创

凉州建立曲座教堂。这两座教堂即耶稣会的『目教堂

立教堂，当时有无知愚民崇奉其救，吃斋诵经，迨至数

①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洋名同为“叫宗（崇）贤者为两人，且均足意人利方济各会ｔ。１６８４年＾华１６８６年被仟命为陕西丰救的“叶
宗贤”两文名Ｂａｓｉｌｉｕｓ Ｂｒｏｌｌｏ，而清档中存西安领票后来义去兰卅传教的“叶宗（崇）贤”满文档件“雅崇贤”。两文名Ｊｏａｎｎｅｓ Ｂａｐｔ
Ｍａｏｌｅｔｔｉ。前者牛于１６４８年．１７０４年逝世十陕西ｉ原；后者生于１６６９年，１７０５年来陕西传教，１７２１年入湖Ｊ ３传教，１７２５年逝去。故台
湾学者为ｒ区分，义将后者译为“叶功贤”。参见李少峰《疔济会在华传教史》．８９—９０页：
会上》，见《纪念盂离维诺总主教来华七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文囊》，
会中国传教志》（Ｓｉｎｉｃａ Ｆｒｚｍｃｉｓｃａｎａ）卷第５５１４贞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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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沙法利《在中国传教医的意大利方济

（台北）思高兰经学会出甑社，１９９５年ｔ １２９—１４３皿；《方济各

汤开建．刘清华·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绚沉
栽，叶宗贤知边地苦采，不能欠佳，旋即他往，耒复回
兰，止留麦传世一人在甘。［１０】２２４

巩昌府（Ｋｕｎｇ－ｃｈ’ｍ：ｇ－ｆｕ）。在长期的传教后，我已
经建立了一个教会，会长是邓玛窭，一位乡约的儿子。
临洮府（Ｌｉｎ－ｔ’ａｏ－ｆｕ）。那里的成果有：会长冯保

卜述档案的行文好像是麦传世先丁叶功贤来到
兰州。事实并非如此，叶神父到兰州的时间是康熙
五十年铆，而麦传世到兰州的时间则在康熙五十七

禄，一个好人。汤先生，一个能在屋里作弥撒的新教徒，
他生前许诺要帮助我们在这里买一个教堂，我希望这件事
可以尽一陡完成。

年。其他记录均与中文资料合。

叶功贤褪父在甘肃工作期间，留下了一份传教
地图及四卷注释报告，其中对甘肃传教情况作ｒ

５９

河州（Ｈｏ－ｃｈｏｕ）。教会的会长是ｐ玛窦，他曹邀请
我去那里给几百个人洗礼。新教徒们希望帮助我们买个教
堂。

详细的介绍，“他的地图并不像同时期耶稣会的地

靖远卫（Ｃｈｉｎｇ－ｙｕａｎ—ｗｅｉ）。不管如何，我希望王发

图那样经过精心准备和按照严格的制图法那样制

扁，一个曾在兰州受洗的军士，他能读能写．希望他在回

作”㈣８“”。但从地埋注释中介绍的传教内容，足以

到他的家乡之后可以建立教会。

反映康熙后期意大利方济各会在Ｈ肃传教取得的巨
大成绩：
兰州（Ｌａｔｌｃｈｏｗ）。这里是主教区，有两所教堂，一
所为圣若瑟堂，主要是男教徒来此。另外一所还没有完
Ｉ，专为士教徒所立。
平凉府（Ｐ ７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ｆｕ）。虽然基督教旱己在这里
传教，但到现在为止，这里仍只有三四名教徒。自从这个
新教区的管理者田为犯罪被关进监狱后，再加上我只是经
过此地才来过３次传教，因此这里没有教会和属于它的房
屋。

岷州（Ｍｉｎ－ｃｈｏｗ）还没有福音在这里传播，我会把
它留给Ｃａｓｔｒｏｃａｒｏｊｆ＃父或另外的教套组织去传播福音。

隆德县（Ｌｕａｇ—ｔｅ－ｈｓｉｅｎ）。有７个教会，知县的母亲
也是基督徒，就连知县本人也想要接受洗礼，我曾向他传
教长迭８天之久。那里的地方官员也喜欢教堂和教会，套
长被称为汤保禄。
静宁州（Ｃｈｉｎｇ－ｎｉｎｇ－ｃｈｏｕ）。这里有基督教传播，
而且是一个重视文教地方。学官是一个和教会有密切关系
的人，他乐于建教堂，但也更偏于建有教会的居住区。会
长是王奥斯定，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同时也是一个新信
徒。
田原卫（Ｋｕ—ｙｕａｎ－ｗｅｉ）。这里教区的套长是一位监
生，叫何阿伯斯鲁，示扬州府人，他在南京受洗于最令人
尊敬的神父余宜阁（ａ Ｌｅｏｎｉｓｓａ，Ｎｉｃｏｌａｙ）阁下，他曾经
是我的传道人，对于他来讲，来这里建立的这些教区和其
他的修会都是应得的，如果这里教堂和教会成果颇丰的
话，都是可以理解的。
庆阳府（Ｃｈ’ｉｎｇ－ｙｍａｇ－ｆｕ）。虽然这里没有很多的传
教会，但不菅如何，如果有一个教堂和教会，那就很有希
望使得教会在这里繁荣起来，很蠹谢热心的会长，他是相
公的助手。
宁夏（Ｎｉｎｇｓｉａ）。那里很多文人倾向于教会，他们
都许诺我去宁夏购买一个教堂，他们就愿成为信徒。会长
是一位教书先生，名为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ｒｅ，中文名文都辣。

镇番（Ｃｈｅｎ—ｆａｎ）。那里的会长是一对弟兄，分别
为伯多禄和安德肪，如果那里有演讲套，则肯定变为一个

很好的传教会，因为那里的人们虽然很贫穷，可很容易受
教化。
陶家堡（Ｔｓ‘ｕｉ—ｃｈｉａ－ｐ’ｕ）有许多的基督徒，这里有
演讲会，两个会长分别是陶堆塔里斯和陶克莱门，都是读
书人。
永亍堡（Ｙｕｎｇ－ｎｉｎｇ－ｐ’ｕ）。他的管理孝是一个斯教
徒，有两个妻子。他与别人合作建立了一个名为圣克莱门
的小教堂。我曾来到这里，在帐篷里向鞑靼人传教。永宁
堡的会长是蔡保禄，他给两个人举行过洗礼。
凉州（Ｌｉａｎｇｃｈｏｗ）。那里有一个教堂为男教徒所
用，另一个尚未完工，是女教徒去的地方。
永昌（Ｙｕｎｇ－ｃｈｌａｎｇ）。那里的会长是曹本笃，一个
年长的好人，还有一个副将指挥官。
金川堡（Ｃｈｕｎｇ－ｃｈｉｅｈ—Ｐ’ｕ）。有一个演讲堂，文化
人陈是一个新教徒，有两个妻子，套长陈伯多禄，他的母
亲是一个有３００多女教徒的教会会长。
靖边驿（Ｃｈｉｎｇ－ｐｉｅｎ—ｙｉ）。有一个壤讲坛，会长是
一个读书人丁若翰，他是１２个男孩子的父亲，他所有的儿
子都结婚并接受７洗礼。
甘州（Ｋａｎｃｈｏｗ）。这里会长是叶裴理伯，有需要
建立教堂和教会。
肃州（Ｓｕｃｈｏｗ）。这里的教会会长是ｔｓｕｎｇ－ｐｉｎｇ先
生的管家，ｔｓｕｎｇ－ｐｉｎｇ先生是教会的朋友。这座城市还有

一个教派为皇极教掣，

他们的信徒在庙宇里只挂一个十

字架，并没有其他的神像。
庄浪（Ｃｈ．ｕａｎｇ－｜ａｎｇ）。那里的教徒已经凑了钱帮助
我买十教堂。
镇芫驿（Ｃｈｅｎ—Ｏｈｉ’ａｎｇ－ｙｉ）。教会会长是这里二把
手的儿子刘伯多禄，他的妻子Ａｇａｔｈａ是女套长。如果我的
津贴可以尽快到达的话，我希望在这里开始布道。
川口ｗ。（ＣｈａＩ＊ｇ－ｋｏｕ）这里的会长是马多默。
西宁（Ｓｉｎｉｎｇ）。有两个教堂，一所为男教徒朝拜，

①中文档案称叶神父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到兰州，李少峰１５为康熙百十‘年（１７１１），荣振华书为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
②《马可渡罗游记》中提到的肃州地区的基督教，是一种渗透着道教教义的基督教，皇太极即太极的意思。

＠存叶神父的地图【．，川口标往西宁洲柙大通河的交汇处．即夸青海民河之上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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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所为士教徒设立，都是官方允许的，会长是休塞及邓

海之安多藏族，则似乎在当时的安多藏族中，也有

巴尔鲁默（ｈｓｉｕ—ｔｓ’ａｉ．Ｔｕｎｇ Ｂａｒｔｈｌｏｍｅｗ）。

一部分人皈依了天主教。如果再加上多巴的亚美尼

镇海堡（Ｃｈｅｎ—ｈａ－ｐ’ｕ），毗邻多巴。有一个报太的

亚人基督徒，则可知康熙后期青海境内的天主教徒

教堂，中国信徒的会长也是与之接壤的西藏区的会长。他

包括汉、蒙、藏及亚美尼亚多个民族。这是甘青民

－４郭安德鲁，一个有文化的商人。

族宗教史上颇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多巴（Ｔｏｐａ）。多巴，又作哆吧或多墒，位西宁城
西５０里，后改为新增堡，清时此地为一国际贸易地。参见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１２《建置堡寨》：“新增堡，

表１甘肃及周边地区教会组织分布情况表
教会地点

会长

兰州（丰教区）

不详

固原卫

何阿伯斯鲁

巩吕府

邓玛赛

镇番县

伯多禄和安德肋

凉州

不详

金川３１）０人女教会

艨伯多禄母亲

肃州

邓平先生的管家

ＪＩＩｕ

马多默

隆德县（７个教会）

汤保禄

区以外的全省各地，还包括当时属于甘肃的宁夏及

庆田

帽公的助手

青海东部地区。

临洮府

冯保禄

陶家堡

陶维塔罩斯及陶克柴门

永昌县

曹本笃

域西五十里，旧名多巴”。多巴对于鞑靼国来讲这是一个
军事要基，有许多外国人在此经商，讲着１５种不同的语
言，在这座城市里，有亚美尼亚人的布道堂和小教堂ｗ。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如下ＪＬ点：
（１）通过叶神父的努力，到康熙后期，天主教
传教点已经遍布除西部安西及东部的秦州、阶州地

（２）在甘肃建成的教堂煎有９座。兰卅１２座，
凉＂·１２座，永宁堡１座，庄浪１座，西宁２座，镇海

靖边驿

堡１座。另外在多巴还有亚美尼亚人建立的教堂。

庄浪，

乖详

还有临洮与河州的新教徒准备捐钱买房建教堂。另

西宁

休塞及邓巴尔鲁默

静宁州

下奥斯定

宁夏

文都辣

外，在兰州、凉州、西宁、金川、镇羌等地均建有

ｒ若翰

女信徒的教会组织或教堂，其中金川堡的女教会颇

河州

具规模，达３００人。

永宁堡

蔡保檬

会川堡

陈伯多禄

甘州

叶裴理伯

镇羌驿

刘伯多碌

镇海堡

郭安德鲁

（３）教会组织则分布全省２４个城镇，并由中国
籍的神职人员担任教会长，有些地方还有相当规模
的女信徒教会。

ｈ玛赛

从表１可以看出，叶神父不但注重在各地发展
新的教会，更注重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而各地的
会长大多由当地的文化人或乡绅、地方官的子弟担
任。

三、雍乾时期的禁教对甘肃传教的影响
可以说，康熙后期是明清之际甘肃天主教发展
的最好时期，咀兰卅『为总铎区的甘肃天主教己遍

（４）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叶神父的地图注

布全省，其中兰州、凉州、西宁、金川堡、永宁

释中提到，他曾于青海湖旁的蒙占部落中传教，

堡及镇海堡等地的天主教更是具有一定规模。但

并称“有十字架高耸在四户蒙古包中间，意味着

是这一发展时期并不太长，从１７１１～１７１８年前后不

那是一个基督教村落”。又称：“我曾来到这里，

过８年。由于“礼仪之争”引发的康熙末年的禁教已给

长城外１０里的地方，在帐篷里向鞑靼人传教”。又

清王朝的天主教传教带来了严重危机。康熙六十一

称：“我曾来到这里，那些蒙古包是用灰毡子做成

年（１７２２），法国传教士宋君荣来华见到的中国天

的圆形建筑。今天仍有两个基督徒在那里”。这就

主教已经面目全非：

是说叶神父不仅在甘肃的汉族人中传教，也曾对

教堂被毁，－基督徒被驱散，流亡的传教士在中国第一

进入青海地区的和硕特蒙古部落传教，而且已有了

港广州闭门不出，因为他们不得进入帝国内地，宗教本身

一批皈依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图中注释称镇海

也即将被禁止，这便是我进入帝国之际呈现在我眼前的凄

堡教会会长郭安德鲁还兼与之接壤的西藏区教会会

惨景象。㈣第２册，２８１

长【１２］３４５－４５５，㈣８８—９２②。这个西藏区，当是指时肃青
①１７～１８ｔＨ＝纪的中业贸易中哑美尼亚人是惟一信仰基督教的民族

据荣振华所引之档案称．１７１７年，兰州一带掀
他们常常从波斯进入西藏、青海进行国际贸易，而多巴就是他们

的雅居地。

②救廷传信部于１８世纪初派意大利方济各会在印度东北部及西藏地区建立西藏传教会．这一西藏传教会与本文提到的西藏区教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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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关系。１８世纪初存西藏建立的两藏传教会主要在拉萨附近传教．而未进入青海。

汤开建．刘清华·明清之际甘，÷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起了新的禁教高潮［１４】２８７。

．

６１

住，旋即他往，未复回兰”。地震后，梅主教赴甘肃

１雍正元年教案。雍正继位之初，雍正元年七

视察，见甘肃无传教士管理，遂派麦传世神父来甘

月爆发的福安教案点燃了全国性禁教之火，由礼部

肃，管理甘肃教务１２２】”ｒ９１。据民国三十年《凉州公

颁令各地官员严禁民人信奉天主教：

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公坟碑记》：“公讳传世，

查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

永文。泰西意大利人，圣方济各会修士。于康熙五

外各省，并无用处，愚走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以

十七年来华传天主圣教于兰、凉。后于１７３７年乾隆

诵经为名，会集男女，于地方毫无裨益。应如谊督所请，

二年丁已升代牧大主教，未及赴，以疾终本郡凉州

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

圣堂。时五月十五日，年五十三岁。”［１１】２２６

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理有技能者，起送
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

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到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首尾共二十年。可知，麦神父乃明清

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

之际在甘肃实际传教时间最长的一位欧洲传教士。

堂，皆争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除，夺其改

雍正禁教，麦传世与陕西的其他传教士于雍正二年

易；如有仍前聚焱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

（１７２４）一同被驱逐至澳门。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禁饬，客隐不报者，谊督抚查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可

麦神父又潜回内地，继续在甘肃传教【２５］”。据方济

也。［１９ｔ１３８

各会档案：“这位主教传教地区非常之广∞，虽在

据１７２４年１０月１６口冯秉正神父的信：“我们的圣

教难之际，他跑遍了山西、陕西、甘肃地区，到处

教在中国已完全被禁止，所以传教士——除在北京

传教救人。是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因此，虽然在

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

那整日奔走逃亡的时代，他仍将一些圣书翻译成中

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

文”｛２１１６０。

·

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

乾隆二年升任四川代牧大主教罾，但尚未赴任

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的如

就病逝于凉州圣堂，享年５３岁。当时出任陕西代牧

此可悲的下场。，’【１７１第２册，３１４

者为方启升主教，见甘肃传教无西教士，遂派意大

而且在直隶、广西、福建、河南、江西、江
南、浙江、湖广、山西、陕西均发生了拆毁教堂或

利方济会士Ｓｅｒａｐｈｉｎｕｓ Ｒｕｍｐｌｅｒ到甘肃凉州，接替
麦传世的工作。［２１】”ｆ２５１１４５＠

改造教堂，甚至殴打传教士事件。“眼看着三百余

２．乾隆十一年教案。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在福

座奉献给真正上帝的教堂落入非基督徒之手，又目

安再次爆发教难，５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被杀，乾隆

睹三十余万摹督徒因没有教：上和神父而失去一切神

帝还对全国颁旨：

佑”㈤靴肌３“。即使在极其偏远的甘肃省，雍正元

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饬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天

年的禁教也给剐刚兴起的甘肃天主教带来了严重的

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壹拿，分剐首从，接法

影响。据乾隆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复尊旨访

惩治，其西洋人具造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圆，勿得客留滋

辑并无西洋传教士在境折》记载到：“雍正二年，奉

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客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

旨着将西洋之人送回本国，随将麦传世委员伴送广

处。［２６）

东，转发澳门安插，所遗教堂，入官改作甘司荼库

一场严厉的禁教风暴在全国掀起：

在案。迄今＝十年来，并无复有西洋之人在境。唯

皇帝的救命肘根据．垂督和巡抚扪向其下级解释，而在

麦传世去时，教内～切图像经卷，原未令其销毁．

不同程度上被忠实执行了。在许多地方有人抢劫了基督徒

以致入教之民，间有收存者。”｜ｌ。】２２４

们的住宅并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偶像崇拜者们的惶恐在属

礼部的禁令是雍正元年十二月份颁发，到雍正
＿二年，甘肃就开始了对麦传世的抓捕遣送。
麦传世，字永文，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康熙五

于宗教的一切问题上都爆发了：圣像、十字槊、念珠、蜡
烛、教堂装饰物、圣骨盒、圣牌；一切均被大火焚毁，没
有任何末西能逃过他Ｉｎ那亵渎宗教的警觉。甚至连论述我

十四年（１７１５）来华，先被派往山西传教，康熙五

圣教和直到现在尚有幸免遭受难的中文书籍，同样也被判

十七年（１７１８），甘肃大地震，叶功贤神父返回西

作火刑。太部分教堂都被彻底摧毁。㈣＂册，３３６

安。即前引档案所言：“叶宗贤知边地苦寒，不能久

就是僻处西陲选地的甘肃天主教也未能幸免。

Ｍｉｎｏｒｕｍ ｉｎ Ｓｉｎｉ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９７８ Ｐ９０）
麦传世传教地区除甘肃外，还到过新疆伊犁。
①Ｎｅｃｒｏｌｏｇｉｕｍ
②据《武成套石录》之麦传世碑，称升任四川代牧太主教，而Ｎｅｃｒｏｌｏｇｌｕｍ Ｆｒａｔｒｕｍ Ｍｉｎｏｒｕｍ ｉｎ ＳｉｎＩｓ一书则称“当选为
ｌ乇ａｔｒｕｍ

领Ｏｌｏｎｅｎｓ主教衔的四川助理代牧”。
＠据称“德国籍的汪神父（Ｒｏｃｈｕｓ Ｗｏｈｎｓｉ；ｄｌｅｒ）在１７２５～１７４４年间曾在甘肃做了许多传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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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失掌掌报（社套科掌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甘肃巡抚黄廷桂乾隆十一年八月接到乾隆皇帝六

道会教士－，２名奥斯定会士，同时巴黎外方传教会与

月二十六日的上谕后，立即在甘肃各道府“严加

西班牙方济各会也各派１名传教士进入中国【２７】”。乾

访缉”，对甘肃各地的天主教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隆的天主教政策并不比雍正时宽松，虽然他有个别

当时秘密在凉州等地传教并担任陕西代理主教

时期曾与在京的天主教艺术家关系十分密切，也曾

的Ｒｕｍｐｌｅｒ神父遭到当局的缉拿追捕，四处逃亡，

表示过对某些传教士的好感，但他始终坚持，除北

于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逝世于陕西城固的小寨

京与广州以外，中国其他任何省份均不许传教士居

子【２５】“５。在这次教案中甘肃地区查出一批信教的中

住。

国基督徒：
夸查兰州府属奉兰县民，有王俊、李玉、朱珍等二
十一人，西宁府属西宁县民，有杨奉禄及已故之宋文志，
凉州府属武成县，有兰州人流寓瘟州居住之魏简噩本地民
凡冯训、张明宣，并己故之卢斌、孙龙菊，俱糸当日在兰

这一批初来中国的传教士聚集传信部设在』‘州
的账房（当时中文档案称“罗马当家”），等待内地
教友将他们分别秘密带往各省。从乾隆四十八年
（ｉ７８３）十月起到四十九年中，先后有３批传教士由
内地教友带领潜入直隶、山东、陕西、四川Ｉ等地；

（州）拜叶宗贤、麦传世为师，吃斋诵经，各首出图像、

其中去意大利方济各会陕西传教区的最多∞。当这

经卷、念珠等物，讯非近日八教，并无曾设立会长、创建

批传教士前往陕西时，陕甘地区刚刚爆发了一场声

教堂，亦无引诱男妇礼拜诵经各项情事，先行详报前来。

势浩大的回民起义：“近闻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

臣查天主教糸外洋左道，岂客传播，担王俊等俱承无知乡

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又适

愚，固从前入教，收藏图像经卷，各自在家拜诵，并无引

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

诱招摇之事。随将王俊等二十奈人，勒耷改过开斋，并将

事。”㈣６３７稍后的传教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称

首出图像经卷概行销毁，以绝根株。㈦２２４’２２５

中国政府：“为了镇压反叛，维护国内安定，中国政

从黄廷桂的奏章我们可以看出如Ｖ）ｋ点：

府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清廷官吏非常害怕教徒

（１）雍正元年的禁教虽然影响到甘肃，将部分

同反叛者串通一气，担心成群结队到中国传教的欧

教堂改作仓库，并将麦神父驱逐出境。但甘肃天主

洲传教士支持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建立基督教一伊

教之薪火并未熄灭。随着麦传世神父重新潜回甘肃
以及接替麦神父的Ｒｕｍｐｌｅｒ神父的到来。甘肃备地
天主教传教活动依然在进行。

斯兰教同盟。”【２７】２９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开始了对潜入中国内地
传教士的全面抓捕行动，导致了乾隆四十九年的全

（２）乾隆卜一年的禁教甘肃虽然也在执行中央

国性大教案的爆发。这一场教案陕西首当其冲，而

的禁教令，但执行情况明显带有一定的敷衍中央的

甘肃之天主教则再遭劫难。关于这次教难保存的中

性质。在全省只在兰州、凉州、西宁三个中心城市

文档案达数百件之多，兹选其有关甘肃教难的几件

进行清查，仅查出二十余名基督徒，这与当时各地

档案录文如次：

天主教传播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３）对清查出来的中国基督徒也实行较宽松的

（１）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八日《陕甘总督福
康安奏报缉拿习天主教之人刘必约等事摺》：

处理方法：“勒令改过开斋，并将首出图像经卷概行

接据西安泉司王昶禀称，陕省续查出素习天主教之

销毁”。这种形式上的“改过”，实际上为保存甘肃天

刘必约向在业经孥获解京之唐烈家居住。据唐烈之子供出

主教传播的种子留下了机会。

刘盛约于九月中，闻有查孥天主教之信，即带雇工渭南县

３乾隆四十九年教案。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前后，欧

人张宣出外，不知何往，谊犯祖籍四川成都县，迁居甘省

洲各国先后取缔与解散耶稣会。不久，就出现了这

甘州石泉子地方，有伊侄刘良、刘臣在彼居住等语。…一

样的传闻：中国皇帝准备颁布驰教禁之上谕。西方

并即经檄饬甘肃臬司一体通饬密查，严辑去后，兹据陡甘

天主教界都以为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到来，于

省续查出刘必约一犯，亦系素习天主教在已经破案之唐烈

是，自乾隆四十七年（１确２）起，欧洲各国便纷纷

家留居二栽，又与焦振国伏同开错，迨阉查孥天主教之

准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法国首先派３名遣

信，旋即远飚，其为知情预谋已无疑义，夸或潜来甘省，

使会士来华，不久，罗马传信部也向中国派遣１１名

自当迅即查擎，即使已回川省，现有伊侄刘良、刘臣尚在

意大利传教士，其中６名方济各会士，３名圣约翰布

石泉子住家，若早为戈获，即可党出刘必约现在踪迹及平

①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第１８７页称：“澳门主教医于１７８４年初先后派出三批传教士潜

入内地”。此说实误．这三批传教士均由罗马传信部派出，并非澳门主教区。当时的澳门教区只能管辖广东、厂两、海南及澳门的灭主
教事务，无权派教士进入中国北方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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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开建．刘清华·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约沉

６３

日有误伙党潜匿在甘，以凭彻底查办。再查甘省向来有传

西洋人方济各若汉交便人寄来。刘西满所得番栈并往来书

习天主教之人。夸既据陡省供出刘必约一犯在甘州境内居

信俱是我转寄等情。臣查该犯所供，虽与湖广并陕省所讯

住，保无附近乡愚为其煽惑。恐甘省另有入教硅徒，不止

焦振纲等及呢吗方济各等供情相符，但该犯宁不知天主教

在石泉子一处，臣仍如意访察，倘有端倪，即当彻底追

久经严禁，乃与杜＊智商同延请洋人采陕传教，其意究被

究。㈣５２０

何为，平日有无知惑焱为匪情事，复严加诘。据供，因乡

（２）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一ｆ八日《奏报辑获习
天主教之人刘臣讯供片》：

愚无知，妄信传习其教可以免祸邀福，并无他意。至我平
日原曾与同教人讲解洋经，亦无勾结为匪别情。足据张多

茁据该府（甘州府）扎可桑阿禀称业将刘必约之侄

明我张宣供，年四十岁，本名张文郁，陕西渭南县人。也

刘臣、刘刚孥莸讯，据供称刘曲约并来回甘，张宣亦未潜

是祖传天主教，乾隆二十六年上到广东，遇见澳门人马诺

采，并查出刘臣系该处民人徐健之婿，亦系旧经天主教之

并西洋人巴尔哈那比。原同他们到西安，马诺即往渭南居

人，现在刘臣家内搜出经卷一本，徐健家内搜出经卷一

住，巴尔哈那比就往山西蜂州，后来不知去向。我因刘必

本，画像三轴等情。查刘必约既经西安潜匿等，知不即回

约通晓西洋经典．已跟随他十多年。至此次延请西洋人来

甘嘲，所称并来回甘，殊难凭行旦叉等。知否潜匿他处，

陡传教，是刘必约与杜＊智商议的事，我并未预谋等情。

至现获之刘刚等。【２８］５２２

臣查刘必约私赴外洋传习异教，妄称神肯得受番钱，已干

（３）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口《陕西巡抚
毕沅奏报遵旨查拿传习天土教之西洋人片》：
据供：陕西汉中府有本地人刘西满，山西洪洞县

法纪，又复起意招致西洋人采陕传教，坏风俗而惑人心，
莫此为甚，其情更为可恶。至张多明我此次虽未同谋，但
从前先己接引马诺等至陕，以致后人效尤罔顾，例禁情罪

具有湖广人尚神戈，潞安府有山西人葛神父即葛汉若，

亦难宽纵，自应将该二犯解京归案审办，除饬委员并同前

大同府有甘肃人徐神父即徐盖迭诺，

获之刘西满等一并解赴刑部收审。［２８】６２９。６３１

俱常有书信往

（５）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寄谕陕甘总

来。１２Ｓ１５８２

（４）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ｒ七日《陕两巡抚毕
沅奏报续获延请西洋人传教之刘必约、张多明我等

督福安康、陕西巡抚毕沅着严密访拿甘陕－省行教
西洋人》：

折》日：
臣查刘曲约曾受神甫名目，系与杜兴智起意延请西

据福安康奏：于甘、凉二府孥获传习天主教之张继
勋、刘志虞等，并起出经卷等物，现饬解省市办。【２８】６３４

洋人来陕传教。张多明我系接引马诺等至陕，均为此案要

（６）乾隆五十年正月ｌ二日《陕甘总督福安康

犯。随率Ｒ接察使王昶等亲加严讯。椐ｉ－ｌ一曲约供：年七十

奏报审讯天主教案内犯刘多明我等分别解京折》记

岁，是四川金堂县人，祖传天主教，十岁时父亲刘正常托

载：

人将我带往广东澳门学习西洋说话，十六岁上西洋拿液里

窃照甘省孥获天主教案内要犯刘多明我厦刘必约之子

敷城，从师读洋字经典，住居十五六年，回至四川，旋到

刘臣、侄刘刚并同教人张继勋、徐健、李文辉、李之潮、

西安。先在泾阳开张药铺，后在省城唐烈家居住共三十多

陈俊、马朝斌、段照喜、刘志唐、牟亭漕、毛纪成等，经

年，与呢吗方济各们相好，上年九月间焦振纲、秦伯多禄

臣提省审讯，并先后奏闻在案。嗣据甘、凉二府属续查出

往广东生理。我与杜兴智相商寄信与罗马当家，请西洋人

天主教人犯杨生荣、韩守元、张儒、张文等七十二名，先

来陡传教。夸年眷问，焦振纲们曰陕说罗马当家已派有西

后孥获具报，并将刘多明我各犯押解来省。臣率同臬司汪

洋人几名，因他们路上不便携带蔡伯多禄，说随后差人送

新逐加严鞫，据刘多明我供系陡西临潼县人，父刘一常、

到樊城斗。我们五月内去迎接，后因甘肃回于滋事，沿途

兄刘志唐惧习天主教。该犯于乾隆二十七年前往广东，即

盘查严禁，没去接引。到八月间，曾责从湖广寄信到陕才

在澳门地方跟随西洋人巴拉底诺习教多年，迨后巴拉底诺

知西洋人被孥，适焦振纲们更赴广东买卖。我寄汉字信一

曰西洋，该犯于四十二年回至西安，每年得受西洋人番钱

封与广东潮州府人戴加爵，洋字信三封，一与曾责，一与

八十五圊，系由焦振纲、泰伯多禄二人带给刘必约转寄该

蔡伯多禄，一与湖南沅江县人刘五即刘开迪，都说西洋人

犯。嗣经来往凉州、甘州一带，仍曰西安。四十八年在渭

被获的事。九月间听闻查孥焦振纲们，心里害怕，想往甘

南县地方认识西洋人方济各，四十九年又见过一次，闷三

州侄子刘良，刘臣处躲避，就同工人张多明我起身由偏僻

月内由西安起身贩卖药材生理，四月内到兰州，在同教李

小路行走，困中途害病，又闻查孥紧急，无处藏匿，想回

胡子即李文辉家居住数月，嗣目索欠同李文辉及雇工人牟

西安探听ｉ－ｌ义长等消息，才到城外就被孥住的。我固在洋

亭漕前赴凉州，由凉州至甘州，曾在石泉子刘臣家内住居

里住过多年，认识洋字，所以众人称我神甫，实未受有执

数日。嗣伊父遣伊兄刘志唐找寻回家，行至山丹县新河地

照ａ至每年西洋原有番钱八十五个给我，俱从在广州住的

方即被孥获等情。臣以该犯素从西洋人习教，所认识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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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来往兰州、甘、凉一带必有勾引西洋人前采传教之

县人，天生教世家。康熙五卜二年（１７１４）生，

事。复向谊犯诘讯．据称前在广东只认识西洋人巴牡底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其父刘正常托人将其带到澳

诺，后在渭南曾认识方济各，此外别无认识之人，至每年

门学习外语，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到“两洋拿波罩敷

得受洋钱代为传教是实，其西洋人从无来过甘州、凉州一

城”［”ｊ６１５’６１６ｕ，学习天主教，时间长达Ｐ五六年，并

带等语。再三严鞫，矢口不移，又讯据刘必约之嗣子刘

晋干卜司铎［２８ｊ“８。乾隆＿卜年（１７３５）前后回国，先在

臣、侄刘刚供祚，刘臣教名斯德望，刘刚教名安得力，原

四川，后在西安传教。另一人为刘志虞，教名多

籍四川，祖传天主教，神臣自幼跟随刘必约到西安，于乾

明我，陕西临潼基人，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即往

隆二十八年同到山丹县石采予地方做买卖．仍回西安。后

澳门跟随两洋人巴拉底诺学习天主教，后晋司铎，

困刘臣妻父擒健在山丹县陈户寨居住，莲于三十二年遣往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７）回西安传教，亦经常赴甘、

徐健家就婚，随于石泉子住家。刘必约仍住西安，刘臣常

凉ｊ地传教。他们并长期获得澳门方面经费资助，

往探看。四十六年科刚亦由四川翦赴西安探望伊叔，上年

大约每位中国籍神父的传教经费是“西洋人番钱八

正月内刘必约遣刘臣、刘刚同回石采予，十月内被孥，其

十五圆”㈣４８４∞。乾隆ｐ９十八年（１７８３），刘必约

刘硌约与西洋人往来情事并不深知等语。叉据李文辉供

听到一批传教：Ｌ来华，遂与焦振纲、秦伯多禄、杜

称，教名尼里牙，与刘多明我熟识往来，上年同赴凉州。

兴镑商议，延请“西洋人来陕传教”。后矧焦、秦二

足据徐健供称，教名安得力，与ｉ－ｌ必约儿士姻亲。又据刘

人被捕，遂逃往甘州其子刘臣住处，途中亦被官兵

志唐供柞，系刘多明我胞兄，教名格斯束。又据牟亭漕供

抓获。紧接着又在甘、瘟二地进行搜捕，先后两次

称，教名米额儿，雇给刘多明我跟随行走，伊等金供系传

抓获的教友刘多明我等８８人。在清政府官员的心目

习天主教，并不认识西洋人等情。巨查刘多明我一犯幼在

中，乾隆四十九年教案大爆发前，“甘省向未闻有传

广东，曾从西洋人巴拉底诺习教，每年得受洋钱，又与西

习天主教之人”。他们认为，甘肃经过雍正元年及乾

洋人方济各认识，其所称并来勾引西洋人潜束传教，显器

隆｝．＿一年的禁教，教堂已被改作他用，圣像、经卷

一面之词，殊难凭信。现在各省挚获西洋人俱已解京，其

也已经销毁，教徒亦“改过开斋”，甘肃的天主教应

刘曲约一犯亦经陕省孥获解京，自应将该犯刘多明我一并

已绝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韩承良神父称：

解京归案质讯。至刘必约之嗣子刘臣、侄刘刚、与刘必约

意大刹来中国的方济套士，挪是以传信部的名义到

儿士姻亲之徐健、暨容留刘多明我在家居住同赴凉州乏李

迭中国的，因此向来被视为传信部人员。他们的传教区大

文辉、叉跟随刘多明我之牟亭漕覆ｉ·Ｉ多明我之兄ｉ－Ｉ志唐六

都在中国遥远的西北地区，因此，在教难时期生活更为艰

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亦未受过番钱，但既有教

苦。但他们勇敢地照顾了自己的传教区，以致在整个教难

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

时期，他们的教区从来缺少过传教人员。由于他们是传信

犁给厄鲁特为奴，其刘多明我家产已据渭南县查抄。至铷

部人元，所以他们更为顾及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就在教

臣东刘硌约嗣子，所有家产亦应查抄。臣先己饬令甘州府

难期间，于１７２９年王方济主教在陕西建立了修道院。但不

知府札克桑阿前往该犯所居石泉子地方严密壹办。其张继

久即将之关闭，因为教难愈演愈烈。虽然如此，在那种困

勋、李之潮、陈傻、马朝斌、段照喜、毛纪成六犯，讯明

难的时期，每位传教士仍尽力在自己手下养活几个儿童，

并来认识西洋人，亦无教名，止系祖父相传习教，卣应钦

当看到确有圣召者，便打发他们出国击意太利的拿波里

遵谕旨照侧办理，将查出经卷图像等项烧毁，仍勒令具站

圣家学院读书修道。这实在是非常明智的一着，因为到

改教，交保管表其续，经查获天主教人犯扬生荣、韩守

了１８世纪的柬叶，在他们的传教区中，中国神父已超过了

元、张儒、张戈等七十二名逐加研讯，止系祖父相传习天

外籍人员！有些中国神父的教育完全在中国完成的，且是

主教，并无与西洋人往来情事，应请均照此办理，汇行咨

在那艰苦的教难时代！其中有王多默及赵格思默两位传教

部完结并将起获刘多明我等经卷、神像、画图、十字架等

员，爱了当地主教的亲自教育，传信鄙准许他们在中国祝

物概行销毁，所有此案刘多明我等犯审明，分别解京耙

墨神父。这两位中国神父敷十年之久做了很好及有效的传

遣。降聊错２—６６５

教工作。１２１】６＊铷

这次甘肃教案中牵涉的最重要的人物有两

从韩神父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甘肃虽经过多次

人，其一为刘自珍，教名刘必约【２８】６“，四川金堂

教难．但天主教从未在该省禁绝。从康熙五十年

①拿被里敖城当即拉不勒斯城Ｎａｐｌｅｓ，此即马国贤创办的意大利拉不勒斯的圣家学院，当时传信部意太利方济菩会士曾派多名陕
西、甘肃、山西中国青年到该院学习。陕西城固＾刘西满亦足该学院毕业的｝ｌＪ父。
②据称：“西洋人规例．由该国大主救给以神甫名目者，每年给花银八十五圆，其由澳门洋人给以神父名目耆，每年给花银四十

点”艘知刘多明我足由西洋丰教祝年的神父。
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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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开建．刘清华·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１７１１）叶功贤神父进入甘肃，意人利方济各会甘

带传习天主教之刘多明我并刘必约之子刘臣，侄刘刚等，

肃传教区就从未缺过欧洲传教ｊ：。继叶功贤者为

审明具实，解京归案办理，其随同入教之人均经按倒惩

麦传世，继麦神父者为Ｒｕｍｐｌｅｒ，而在教难期问，

办，并饬地方官随时查禁，以绝根株。迄夸二十余年，虽

还一直有．“位意大利籍的方济各会士在打理甘肃

未阉有习教之人，但从前既经传染，地方官日久懈生，难

教务［２１１Ｔｏ，直到乾隆一十五年（１７６０）。“自１７６０年

保无奸徒故智复萌、潜相煽惑之事，且难免巩秦一带，毗

后，由于地区太过偏远艰难，交给巾国神父来管

连川省．川中传习既多，边界愚民亦恐渐为引诱。臣现已

理。”删７０由丁传信部很早就注重培植中国本土神耳｝｛

饬司刊刻膳黄，遍为张挂，并饬地方官于稽查保甲之便，

人员，故甘肃的教务在设有欧洲神父的情况下，就

割切劝导，喻以邪正之理，开其自新之路。仍密行察访境

由叶１国籍神父负责管理，巾文档案中被捕的刘必约

内，如传有教之人，立行查孥究办，惩一馓百，并将所侍

神父及刘多明我神父，他ｎＪ虽然不是甘肃人，但确

经卷书籍一并查起销毁。［２８１８＂埘５

是教区派往目’肃负责甘肃传教的中国籍神父。前引

倭什布称“迄今二十余年，虽未闻有习教之

中文档案中提到的徐盖达诺神父，却是当地主教培

人”，即可说明乾隆四十九年的禁教对甘肃天主教

养的甘肃籍神父，而被派往山西大同传教。正因为

打击是严重的。但此话并不完全属实。乾隆四十九

这些外籍及ｔｆｔ国籍神父在甘肃前仆后继地展开艰苦

年甘肃对天主教大镇压后，秘密在地下活动习教的

卓绝的传教，所以，甘肃这一极为偏远艰苦的传教

天主教徒还有人在，如韩承良所言“于多默”与“赵格

区虽然历经多次教难，其天丰教的火种始终没有熄

思默”两位中国籍神父，他们就是在教难之后，坚

灭。前引中文档案在甘、凉一府一次抓捕灭主教徒
达８８人即是明证。

持，数＿卜年的秘密传教。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中

乾隆四十九年教案对中国籍教友的处理１‘分严

各处访问，教中讲解十诫的道理”俐９０１。到嘉庆一

厉，远远超过雍正元年及乾隆十一１年。清政府不仪

国籍神父张铎德受山西主教路类思的委派，“往甘肃

ｒ年（１８１５），又有“在甘肃工作的下保禄”神父被

将搜获的“经卷、神像、图画、十字架等物概行销

捕，并被关押八年，厉被流放到察哈尔边区酬”。

毁”，对那些“并未认识西洋人，亦无教名，出系祖

可见，乾隆ｐｑ十九年的甘肃镇压天主教运动虽然使

父相传习教”者则“勒令具结改教，交保管束”：对

甘肃大主教一度沉寂，但却未完全绝迹。这些中国

刘臣、刘刚、徐健、李文辉、牟亭漕、刘志虞等六

籍神父如王多默、赵格思默、张铎德及王保禄等仍

人则“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酬“５：而对刘必

坚持在甘肃各地传教。陕甘总督倭什布所言之“难保

约与刘多明我两名中国籍神父则解京审办，最后也

无奸徒故智复萌，潜相煽惑”㈣８”，即是指此。

是“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ｆ２。］。

总之，尽管到清中期后，甘肃天土教历经多次

乾隆四十九年教案对甘肃天主教的打击是严重

教难，且

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在甘肃的欧洲

的。不仅将满住陕西境内的西洋传教士大部分抓

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其天主教传

捕，致使后来再无两教士进入甘肃传教，而且当时

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

甘肃天主教基层教会组织的主要骨干力量（包括几

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

位中国籍神父）均被发配伊犁，到厄鲁特蒙古部落

存删。

为奴，致使ｄ‘肃本十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基本处于沉

致谢：感谢暨南走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博士生韦

寂状态。故到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再次爆发全国性的

羽及中山走学哲学系博士生李致远翻译部分法文＿砭拉丁文

大敦案，陕甘总督倭仆布清奁甘肃天主教时称：

文献。

伏查乾隆四十九年前督乃福安康准咨擎获在甘凉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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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四次传入我国,国内外学者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我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了相应的梳理,并简介了有关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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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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25(3)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
,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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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刊论文 张晓林 儒耶互动的诠释 -甘肃社会科学2008,""(5)
杨廷筠作为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信者,在对基督教重要观念的理解上,既与其传教士老师如利玛窦有相同.又有不同.不同在于他的独特的儒耶互动
方式.具体体现于他对天主观念、理气观念及"天命之谓性"命题的诠释上.

5.期刊论文 刘淑青 查理宫廷天主教倾向的文化解读 -甘肃社会科学2007,""(4)
秩序和顺从是查理宫廷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符合秩序和顺从这一原则和审美情趣的一切符号经过改造后都被纳入到宫廷文化中.天主教仪式因其中蕴
涵的秩序与和谐的美学观念而被纳入宫廷的主流文化,成为贵族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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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期刊论文 李伯栋 一次"世界末日"的来临 -中国减灾2007,""(5)
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47秒,甘肃古浪(北纬37.6度,东经102.6度)发生地震.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Ⅺ度,震源深度12公里,死亡万余人(一说8万余人
),倒塌房屋40余万间.古浪属于凉州地区(今甘肃武威),是甘肃历史上的富庶之区.蒲登波罗克在他写给《字林西报》的信中说:"这样恐怖的地震使我感到
世界末日将要降临."蒲登波罗克是甘肃天主教的代理大主教,德国人.

8.期刊论文 常新.薛志忠.CHANG Xin.XUE Zhi-zhong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思想文化史意义 -甘肃联合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2)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的意义不限于宗教之畛域,它在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在中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
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本体论、天人关系论、道德论、实践论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方面所作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新解释,成为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主要资
料,同时经过他们之手传入西方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即有文化史的意义,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9.期刊论文 郑炜华.Zheng Weihua 放纵的智慧--《十日谈》的欲望表现 -甘肃高师学报2005,10(3)
<十日谈>有破有立,既以纵欲作为抨击天主教会的手段,又以理性节制各种欲望,辅之以推崇美好人性,意图实现和谐美好的社会新秩序.

10.期刊论文 魏静 试析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丝绸之路2010,""(16)
本文通过对基督教(主要指天主教和新教)伦理道德内容的分析,探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基督教伦理思想体系及道德规
范中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分为构建当代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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