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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
“二毛子＂、另类百姓、大清子民
邓常春
［摘要］晚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依恃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教
民。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传统，叉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还借助教会的权势而
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社会权势格局彤成冲击，引发民教冲突。在晚清的历史务件和社会氛围
中，夹在华洋之间的教民，成为非教民眼里的“二毛子”，官方眼里的“另娄百姓”，洋人眼里的“大清子
民”，身份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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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晚清，天主教和耶稣教（以下合称洋教）依恃
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教民。教民是时人对信奉洋教的
中国人的称谓。“教民”…词，不仅关涉到宗教信
仰，而且标志着某种社会身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
含义。
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
传统，又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更重要的是，教民
借助教会的权势而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
社会权势格局形成冲击，由此引发了数不胜数的
民教冲突。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夹
在华洋之间的教民，身份显得非常尴尬。在平民
眼里，教民是沾了“洋”气的“二毛子”；在官方眼
里，教民是疏离大清的另类百姓；而在洋人眼里，
教民则是官府应该一视同仁，一体保护的大清子

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１８６２年，川督骆
秉章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说，
习教之人，“恃法圜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
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地
方官甚为难办。｜１１可见此类现象并非少数。
又譬如，１８７３年，教民仝姓在重庆城中开设店
铺，销售洋货，官府怀疑其有漏税之嫌，因顾忌可
能有主教染指其中，竟然不敢前往盘查，只能“遵
照条约所开，明察暗访，使其不敢公然违犯，庶几
彼此相安耳”。”一
有官员给教民以殊遇，同样，也有官员歧视和
苛待教民。
１８６３年，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署，称，川省
劝捐军饷。有教民家中尚且殷实，按照产业，应捐
银三百两。该教民“急公好义”，愿意捐五百两，而
地方官“有意加害，必派捐四千五百两”。该教民

民。前此的晚清教案研究，对此几乎没有涉及，本

无力措缴，即被监押。”１此事虽由法国公使说出，

文拟加以探讨，以求从一个侧面考察晚清洋教在

未必十分可信，但同治初年，地方官实有歧视或苛

华传播的社会影响。

待教民之举。

一、平民眼中沾了“洋”气的“二毛子”
在平民（即非教民，时人称之为平民，以和教

１８８６年，川督刘秉璋将教民罗保之斩首枭示，
更是地方官从严处置教民的著名案例。罗保之是
重庆教民之首，与教中关系密切，势力很大。在民

民相对）看来，教民是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社会

教纠纷中，虽然致毙多人，但起因在于闻听打教风

生活中，与平民颇多差异。

潮，起而保护身家，情有可原。不但法使两度为之

首先，教民受到官员的殊遇或者仇视。

求情，总署亦倾向于从轻处置。就连刘秉璋的老

譬如，既无功名，办无地位的教民，拿着主教

上司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劝他“既已治罪，何必正

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于教

法。既已正法，更何必枭示。实属办理太狠，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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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所从来未有”。但刘秉璋不为所动，一意孤行，

瑟称奉罗马教皇之命，回国议事，并将覃教士带出

硬是将罗元义斩首，并将罗氏之首悬挂于巴县城

洋。其所有应得之罪，不了了之。””与此相对照的

头。一个多月后，在法使的一再抗议和总署的一

是，打教之民团团首被就地处决。另一个涉案的

再催促之下，方才取下掩埋。刘秉璋因此与教中

酉阳乡绅，因与教方积怨甚深，在官方的劝导下不

及洋人结怨。嗣后，在１８９５年成都教案时，洋人

得不变卖田产，举家迁居湖北。””

遂强烈要求将刘秉璋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之处

再次是教民奉旨免交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

分。ｆ４１清廷考虑再三，最后不得不允从。”ｏ罢职归

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

田后，刘秉璋寿至八十。然终其一生，仇教态度未

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

尝改变，“每论及此事．始终无悔”。”１

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会

无论殊遇还是歧视，总之，在许多官员那里，

费依据赛会的规模和次数而多少不一，但对于村

教民与平民所受待遇是不同的。并且，随着朝廷

民始终是一笔开支。总有些人因家贫而无力交

对办理教寨不力之官员的惩罚力度越来越大，殊

纳，甚至因拖欠或拒纳会费而兴讼。洋教传人后，

遇教民的官员越来越多，而歧视教民的官员越来

教民以交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请求准予

越少，整个官场袒教抑民的色彩也日益浓烈。

免交此费。此举得到教会和法使的支持，并由总

其次。教民在诉讼中享有特权。

署行文各省督抚，规定教民免纳此费。【１“以教民的

此种特权的第一个表现是，普通的民事案子，

信仰而论，不纳戏份固然不无道理，但此举却引起

一旦涉及教民，立即变成教案，并且常常因为有洋
教士出头帮忙而比一般未涉及教民的案子更能获
得官员的重视。

非教民的强烈不满，常常由此发生冲突。
最后是教民可以拒绝加入团（练）保（甲）。
举办团练是彼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

第二个表现是在诉讼程序上。平民与平民构

系到一乡一地之安危存亡。最初的团练主要是为

讼，“必先觅代书，取格式盖戳记而后递入门公，准

了防卫地方遭受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

驳不能自主。”而教民与平民构讼，不取讼状，不觅

社会救济和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

代书．只取“白纸一张，由主教帖送入衙，即行批

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

准”ｏ ｒ６］１８７８年，江北教案议结后，川督丁宝桢主

构。…ｏ但有些教民却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

持议定的民教善后章程，列以专条，规定教民应该

费，不参与操练。这自然也引起非教民的不满。

象平民一样照规定程序递交讼状。【７ｏ正可见彼时
教民诉讼．多半并不遵循一般的章程。

对于教民享受的种种殊遇，平民当然看在服
里，记在心里，对教民的特殊身份有很深的认知。

教民诉讼特权的第三个表现是，判决结果多

时人日：“未人教，尚如鼠；一入教，便如虎。”此语

半偏向教民，此类例子很多，鉴于篇幅，仅略举两

勾画入教前后教民的身份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行

例。

为方式的变化，可渭人木三分。
１８６４年的灌县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平

多次类似的经历，使平民对教民渐渐惧让，甚

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

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尽量避免与教民生出交涉，以

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是：所欠

免惹火烧身。１８７８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在江北

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之

教案结案后悔救，称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奉教后，

押租银，张氏兄弟则全数退还给戴高氏。并且，此

没有人再请他做轿子，难以糊口，所以侮教。¨４１同

案虽然牵涉到华人人命，却未曾移交臬司衙门，而

治年间的酉阳州民石长兴和光绪年间的江北厅民

是由主管教务的将军衙门一手办理。下手正凶高

李春芳，‘”１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将房子出租给

世华（戴高氏为主谋）在逃未获，即告结案。”１

了教民或教士，后来发现了对方是教中人且租房

１８６８年的第二次酉阳教案中，民教对峙之际，

是为了传教，便都要收回房子，不愿出租。

地方官出示晓谕，劝导民教双方均解散党羽。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民对自己的特殊身份，

民遵谕解散，而教方则有华人罩教士召集匪徒多

亦有认识，并常常有意识地加以利用。１８８２年，巴

人，于民团解散后，出丽报复。两次烧毁民房１００

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

余户，杀毙民人２００余命。０１对于覃教士，官府竟

钱，发生口角抓扭，到州城控案，暂时住在教民郑

不敢及时捉拿。酉阳教案即将办结时，主教范若

含魁的店里。郑含魁令其诈称教民，并代作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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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如此“包可全胜”。魏宗仁“听信允从”。。”有些

洋教对教民的关照与庇护。另一方面，教民也常

教民以迎神赛会有违教义教规为由，不肯交纳会

常表现出（有时甚至是炫耀）与洋教士的密切关

钱。等到迎神赛会演社戏时，又照看不误“。明

系。

显是利用教民身份规避缴纳戏份钱。还有些教

譬如，在教案中，教民常常充当中间人，在教

民，以人教可打赢官司，官府不敢过问等理由劝令

士与官府间来回奔走，沟通消息。如李鸿章办结

别人入教，等等。
总之，教民具有特殊身份，在当时已是社会上
一般民众（包括人教与未人教之人）的共识。

酉阳教案时，教土漫天要价，李鸿章摸不清对方的
底线，便让教民去打听。打听结果是教士期望能
够得到要价的一半，就行了，于是李鸿章照此办

原本不起眼的人，一旦人教，就获得了特殊身

理。ｍ１又如，川东主教范若瑟被撤换回国后，曾传

份．不但在与平民的交往中可以占据上风，而且可

闻其又潜回重庆，川省大吏很是担心。于是，便派

以与地方名流甚至官府相抗衡。那么，为什么教

教民去教中探听详细的情况，最后知道范氏并未

民会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呢？

回来且不再回来，这才放心。”１教民的此种沟通作

教民与平民相比，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人教与

用，一方面使之获得官方的倚重，另一方面也强化

未人教，教民的特权正是源于其与洋教及洋人的

了未奉教的人士对教民与洋教之间密切关系的认

关系，这是时人很容易得到的印象。而洋教士的

知。

诸多行为又不断地印证和加深了这一印象。

除此以外，教民还在多种场合，代替教士出面

１８６２年，法国传教士艾嘉略写信给川督骆秉

办事，如１８６５年的酉阳教案中，主教派教民到堂

章，请其加意关照习教之人，严禁“不肖官员及不

听审，以免地方官判案不公。【２９１ １８６９年的酉阳教

习教之人”凌辱欺侮教民。这一行为给中国官民

案，奉命办理该案的钦差大臣李鸿章庭审时，主教

的强烈信号是：洋教士（也就是洋人）是教民的保

不但派教民到堂听供，而且由该教民当堂出具甘

护伞，教民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

结，赔款银票也交由教民带给主教。…１有时教士有

而实际上，洋人和洋教对教民也确实庇护有

些话，觉得不方便对官府讲，就会有意无意地通过
教民转达。教士买房租屋，也多由教民出面，与平

加。

譬如，引发民教冲突最多的教民免交迎神赛
会钱一事，即由洋人力争而得。教民免交迎神赛

民达成交易。同治年间，重庆开埠之前，教民还与
教士在城内舍伙开店，销售洋货。”“

会钱，最初本是教士的意见（当然，教民是极为赞

教民、洋教士及洋人的上述表现，不断给时人

成的），而总署认为此举必至引发民教冲突，表示

造成一种印象，即教民加入洋教，洋教保护教民，

反对。然而，法使坚持此项要求““，甚至代拟好文

洋人保护洋教。教民、洋教、洋人，三者密不可分，

稿，请总署照此通行各地督抚。…ｏ并要求总署将给

这几乎是时人酱遍而一致的认知。不但如此，时

各省的咨文先抄送一份给法使。”“总署无奈，最后

人有时几乎把教民与教会及洋人混为一谈，不加

只好照办。

分别。

１８７５年，奉法使之命到四川办理黔江教案的

１８６４年，成都将军崇实在给总署的一份咨文

法国参赞赫捷德，到重庆后，住在城内法国天主教

里，谈到一个教案的处理时，在同一份文稿里，对

教堂爱德堂里（而没有照常规住官方的驿所）ｏ［２２］

同一个人，先称其是法国传教士，后又称其是教

该参赞到达成都时，主教“派令教民顶冠束带为之

民。通篇文稿，对此人究竟是法国传教士还是教

引导”，以致“观者如堵，势颇汹汹”，沿街还“间有

民，既没加以区分，也没表现出想要加以区分。

揭贴”。㈨

“教民”与“法国传教士”两个词根本在混用（不

前引刘秉璋斩枭罗元义案中，法使两度致函

过，据上下文看，此人应该是中国教民）。”“

总署，亲自为罗求情，…ｏ并遣人将罗元义之子罗应

１８７３年黔江教案中出现的匿名揭贴，以法国

祥的诉状面交总署。９“罗元义被斩首后，法使又请

公使的名义，大谈侵吞中国的意图ｏ Ｅ３３］本来，要打

求总署饬令川省不必将首示众。总署首肯后，法

击的目标是洋教，可是。用来制造舆论的匿名揭贴

使又在两周之内两次催促总署致电川省，将悬挂

却盗用法国公使的名义，试图激发民众对法国（洋

于城门的罗氏之首取下掩埋。“”

人）的愤恨，为打教制造理由。可见在揭贴作者的

在时人看来，所有这些，无一不显示出洋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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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一即为打击洋教，打击洋教就是打击洋人。

贯，一律不准考试，理由是，“彼既自绝于圣门，岂

１８７６年的邻水教案中，民教争斗。团民攻占

容更列于士类？”【蚰。此建议因总署的反对而作

教民盘踞的山寨后，拾得小红旗九面，每一面旗帜

罢，ｌ蚰１但可见时人对习教者（尤其是士子习教）的

上均注有“法国公务”字样。”。教民与平民打斗，

态度是比较深恶痛绝的。

教民竟冠之以“法国公务”的名义，可见，教民也以

同年，法国公使施阿兰致函总署，称川省藩司

为洋人即是洋教，洋教即是洋人，两者没有什么区

“近有察点教民之举。甚至凡有教民之乡里街坊，

别，与平民争斗，保护教民，就是在执行“法国公

按户以红十字画之，以明其所在”。法使对此举十

务”。

分不满。‘４１１
因此，在时人看来，洋人保护洋教，教民归属

教中。教民的特殊身份，既不是源于功名，也不是

官方不但一直试图将教民“另册存记”，视同
另类，而且对教民十分猜忌。

源于财富，而是源于洋人和洋教的影响与庇护，源

譬如，１８６２年，法使向总署言及，川督骆录章

于教民与洋人和洋教的密切关系。教民正是因为

曾说过“此次所定条约，原无甚关系，稍迟必须复

与洋人洋教的密切关系，沾了“洋气”，所以才会拥

仇”等话。总署就此致函川中，称，“天主教现已弛

有特殊身份，才能够享受特权。也许正是基于这

禁，难免左右人等暗中习教。或将机密之事互相

样的认知，平民才把教民称为“二毛子”。

传播，转致贻误大局”。要骆秉章此后“与司道会

二、官方眼中疏离大清的另类百姓
对于身汾特殊的教民，官方的态度，相当矛
盾。一方面，从咸丰到光绪，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议事件，必须慎密”。”“
无独有偶，同年给江西巡抚沈葆桢的上谕里
也有类似的话，称：“近来各省习教者甚多，虽左右
之人亦不可不防。该抚于关涉外国事件所有谕旨

里，无论朝廷的谕旨，还是总署的咨文，都迭次明

摺奏，总宜自行经理。万不可假手他人，致有泄

言，教民虽习外国之教，犹是中国之民，要求地方

露。”㈣

官但论事之曲直，不分人之民教，对平民教民一视
同仁。然而，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教民是被官
方打入另册的。
首先，在言语之间，官方常常将百姓（未奉教
者）与教民相提并论。譬如，１８６３年８月，总署致
函川省，称：“教民恃传教士为护符，而控诉不已。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１８９６年，川督鹿传霖密
饬重庆府将奉教之生监、绅衿密查存记，“平时不
令经管公事，而默观其优劣。设遇教案，择其明白
公正者稍加词色，派令开导办理，似可得以矛陷盾
之益。”并且，要“将书役及左右随从人等，严密确
查。如系奉教者，借公设法斥退，尤可免伺察为奸

百姓目习教人为邪道，而水炭不投。若不两得其

之弊。”还切切嘱咐，府县各官务必亲手经办此事，

平，恐将来患有不可胜言者矣。””“同年１０月，总

“不得假手书吏”。且“勿庸发房”，以免因左右随

署行文成都将军，称：“办理此案，不可屈抑良善，
反致激怒舆情。又不可偏护百姓，遂令教人负
屈”。［３６ ３１８６５年，川督致函总署，称：“若公使不听

范若瑟一面之词，则案可速结。地方不致受累，百
姓与教民亦不致嫌怨日深，彼此均可保全。”””此
三处均将教民（教人）与百姓对列，将教民与一般
未奉教之百姓两相分立的意识相当明显。
其次，这种将教民打人另册的意识不仅仅停
留在思想层面，更见诸于行动。
１８６０年，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奏称，要将“习天
主教之户，另册密记。”对此，咸丰帝朱批：“只好如
此办法。”…１
１８６１年，署四川总督崇实奏称，要于“编查保
甲时，将习天主教者暗为从托，随时严密稽查”。
咸丰帝朱批为“依议”。㈣Ｊ
】８８５年，江苏学政黄体芳人奏，请注销教蝇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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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从或有奉教之人而“漏泄生事”。Ｌ Ｊ官方对奉教绅
士的猜忌可谓跃然纸上。
总之，在时人眼里，教民生为“大清子民”却信
奉“西洋邪教”，不但不供香火，不祀祖宗，而且依
仗着教会的庇护，不纳戏份，不人团保，又抗衡官
长，可谓背叛祖宗，自外于乡里，自外于朝廷。因
此，晚清的官绅士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教
民，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在心里上和实际生
活中，都相当排斥甚至仇视。可以说，教民在享受
种种殊遇的同时，也因为与教会的密切关系而在
实际上被打入另册，视同外人。
三、洋人眼中一视同仁的大清子民
在平民及官方眼里，教民因为洋人和洋教的
庇护而拥有了特殊身份，似乎已不能完全算大清
子民了，但洋人（包括洋教士）却一直认为并多次

本刊同址：㈣．ｘｕｅｂａｏ．删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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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教民仍然是朝廷赤子，是中国之民。官长应
一视同仁，予以一体保护，不应歧视或苛待。

１９０６年，法国宣布放弃保教权。同时，无论天
主教还是耶稣教，在经过义和拳一役后，亦多自收

１８６３年，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在转呈

敛。洋的色彩渐淡而教的色彩渐浓，逐渐回归宗

朝廷的奏折里称，“无分教（民）（平）民，均系朝廷

教之本位。且民国以后，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

赤子，官长理应持平保护”。１４“

面的变革日新月异，教案遂不复为官方与民众关

１８７３年，法国领事官巴士栋ＮＪｉｌ游历，谈及酉
阳教案，提出“此后当不分民教”。…ｏ
１８７６年，法国公使自来尼照会总署称：“民教
两边起衅，如同兄弟相争。……民教两边异教而

注的焦点。教民一词渐渐消失，而代之以教徒之
称谓，其身份也仅仅指明其宗教信仰而不复承载
许多社会含义。由是，教民的尴尬身份终于在进
人民国之后逐渐消散为历史的记忆。

国同，若民灭教，譬如兄弟同室抄戈”。”“明确表
示教民与平民是异教而国同。同年九月，白来尼

参考文献：

又照会总署称，“所有教民亦是国家百姓，害教民

［１］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总署收四川邑督骆秉章函［Ａ］张永

者亦是百姓，不啻同室抄戈。……民教原为一视

贵，吕实强，砧宝千编．教务教案档（第１辑）［Ｚ］．１９７５—１９８１年台

同仁，不可歧视，日民日教。··…·为民为教，皆是
贵国之赤子，如强分民教，恐民教即相为仇视矣。”
１８９９年，英国耶稣教驻川北主教盖士利照会
保宁府知府，称：“民教交涉之案，无论奉教未奉
教，同是中国的百姓，一体称民。既称一体，地方
官不难公平处断，民教自然相安，天下永敦和好
也”。嗣后，法国天主教驻阆中的张司铎，也向保
宁知府呈词，称：“凡属教民，均系国家百姓。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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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档（第３辑第２册）［ｚ］：９４７．ｔ＂３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１３总
署收成都将军魁玉函［Ａ］．教务档教案（第３辑）［Ｚ］：９８６．
［３］同治元年十二月五日总署收哥士耆函附川东范主教禀重
庆府志巴县志祀典［Ａ］．教务教案档（第１辑）［Ｚ］：１１４４
［４］张秋雯光绪二十一年成都等处教案［Ａ］．载中华文化复
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中
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ｊ［ｃｊ．台湾商务印书馆
发行．

件，习教者不得呈写教民字样，地方官以便持平办

［５］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一１３著将刘秉璋革职永不敏用事上

理。”据此，保宁知府乃晓谕，此后民教涉讼，不准

谕［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

于词内缮写教民字样，以便地方官公平决断。”“
１９０３年，寓居湖广等处的福音教教士杨格非
等８５人拟订教务七端，由领事官转呈署湖广总督
端方。其中第一条即明言，“按福音教士意见，凡
奉教之华人，虽属教会，仍为华民，应归地方官管
辖。为此敬请华官于文告示谕等件，不再用民教
字样，恐人误解其义，疑奉教者不复为华民也”。
第三条则明确规定，“福音教切戒教内之人或有平
常禀呈等件不得用教民字样。”【４“
总之，尽管洋人（包括洋教士）实际上常常干
预词讼，袒护教民，但从未公开于口头或书面明确
表示或暗示过，中国人一旦奉教便不再是中国之
民。相反，为了使教民免受官绅民众的歧视，洋人
一直明确表示并多次督促官府强调教民依然是大
清子民，是中国百姓，中国官民对之应一视同仁，
不得歧视。

案（第２册）［Ｍ］．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６０４．
［６］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总署收成都将军恒训等函跗江
北厅士民禀词并受害粘单［Ａ］．教务教案档（第３辑）［Ｚ］：１２７８．
［７］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总署收到Ｊ Ｊｌ总督丁宝桢成都将军
恒训等文［Ａ］．教务教案档（第３辑）［Ｚ］：１３５５．
［８］Ｉ刊治三年－Ｂ韧八日总署行四川总督文［Ａ］．教务教案档
（第ｌ辑）［ｚ］：１２００
［９］同治八年五月九日总署收四川总督等函［Ａ］．教务教案档
（第２辑）［ｚ］：１ｌｌＯ．
［ＩＯ］同治八年十一月十六１３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等两［Ａ］．
教务教案档（第２辑）［ｚ］：１１６３．
［１１］同治二年二月二二十三日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文［Ａ］．教
务教案档（第１辑）［ｚ］：１１５０
［１２］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恭亲王类｝斤等奏为请旨再饬各督

持平办理墩民事件摺［Ａｊ．清束教案（第１册）［Ｍ］：２１４，
［１３］贺跃夫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Ｊ］．
ｒ扣…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４）：８４—８９．
［１４］光绪四年三月初八日总署收到Ｊｉｌ总督丁宝帧函附清册
［Ａ］．教务教案档（第３辑）［ｚ］：１３２３．
［１５］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八Ｉ：１总署收四Ｊｉｌ重庆知府沈宏函

结束语：消散为历史的记忆
依恃武力进入中国，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
史上不易洗涤去的污点”，啪１也是其作为一种外
来宗教，始终不能接人中国本土的重要原因。这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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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教务教案档（第４辑）［ｚ］：７７５
［１６］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八１３馥署收成都将军歧元等文附切
结［Ａ］教务教案档（第４辑）［ｚ］：８８８．
［１７］同治ｆ‘二年五月Ｉ一明日总署给法国翻译官德微珥｝业节
略［Ａ］．教务教案档（第３辑）［ｚ］：９４１
［１８］同治元印正月十二日邑署收德尔位呈单［Ａ］．教务教案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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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第１辑）［ｚ］：１１２８
［１９］成丰十一年十一月二１’日法使为山西苛待教民及给还
绛州灭主堂事致受诉照会［Ａ】．二十五日法使布尔隆为再陈晋省

苛待教民各节事致奕忻照会［Ａ］清末教案（第１册）［Ｍ］：２０６、

［３５］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总署致成都将军岽实心川诛督
骆秉章函ｆＡ］．教务教案档（第１辑）［Ｚ］：１１７０
［３６］同洽二年十月二日总署行成都将军文［Ａ］．教务教案挡
（第ｌ辑）［ｚ】：１１７２．
［３７］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总署收四川总督骆秉章等函附董

２１０

［２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署收法国代拟通行文稿
［Ａ］，教务教案档（第１辑通行教务）［ｚ］：４．
［２１］成丰十一年卜二月二十日．总署收德尔位函［Ａ］．教务教
案档（第１辑通行教务）［ｚ］：５，
【２２］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署收四川总督是棠函跗委候
补屙知赵光燮等禀［Ａ】．教务救案档（第３辑）［ｚ］：１０５３．
［２３］光绪元年八Ｊ日初四日总署收成都将军魁玉Ｐｑ川总督吴
棠函附黔江案议单四条［Ａ］．救务教案档（第３辑）［ｚ］：１０７２
［２４］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总署收法国公使恭思当晒
［＾］．教务教寨档（第４辑）［ｚ］：９８２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三十口总
署收法使恭恩当函［＾］．教务教寨档（第４辑）［Ｚ］：９９１．
［２５］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二日总岩收四川总督刘秉璋甬［Ａ］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Ｚ］：１４０８．
［２６］光绪十三年二爿二十四日和三月初六日总署收法使恭
思当函［Ａ］．教务教案档（第５辑）［ｚ］：１４１０、１４１１
［２７］同治八年十－－，９二十一日总署收湖广总督李鸿章函附
酉阳绅士送呈民教纪事教民劣迹纪事告示稿［Ａ］．教务教案档（第
２辑）［ｚ］：１１９９
［２８］光绪五年八月十八日总署收四川总督丁宝帧函附谕府
窬访范若瑟节略及法司铎八川传教清册［Ａ］．教务教案档（第４
辑）［ｚ］：７６８．
［２９】Ｉ司？疔五年二月一闩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实函［Ａ］教务教
案档（第１辑）［ｚ］：ｌ：Ｎ８．
［３０］同治八年｛＿－，ｑ。Ｉ－Ａ．日总署收湖广总督李鸿窜文附教
民甘结［Ａ］．教务教案档（第２辑）［Ｚ］：１１８７．
［３】］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九口总署收四川总督吴棠函。同治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开总署收成都将军魁玉函［Ａ】．数务教案档（第
３辑）［Ｚ］：９４７、９８６
［３２］厨治二年ｉＦ月二十三目总署收成都将军崇安文［Ａ］，教
务教案档（第１辑）［ｚ］：ｌｔ９８
［３３］Ｉ司治十二年儿爿二十五日总署收法国照会［Ａ］．教务教

贻清邓清涛禀［Ａ］，教务教案档（第１辑）［ｚ］：１２３７．
［３８］成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妻请密饬地
方官留心访察习教民户片［Ａ］．清束教案（第１册）［Ｍ］：１７８．
［３９］咸丰十一年正月ｔ‘八Ｅｔ署四川总督荣实奏陈法教士艾
嘉略人川及川省天主教情形片［Ａ］．清末教案（第１册）［Ｍ］：１９２．
［４０］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韧十日庆亲王囊勖等奏覆不应因士
子习教而不准应试等情片［Ａ］清束救案（第２册）［Ｍ］：４２０．
［４１］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总署收法国公使施阿兰函
［Ａ］教务教案挡（第６辑）［Ｍ］：１２０７．
［４２］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七Ｅｌ总署致四川总督函［Ａ］．教务教
案档（第１辑）Ｃｚ］：１１３０．
［４３］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著江西巡抚沈葆桢确查省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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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孙德洁 上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基督教民群体信仰状态的研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2006
本文主要是就上世纪之交，即庚子闹教打教风潮时期，中国华北乡土基督教民群体的整体信仰状态作一浅显的勾勒和疏理，再现中国乡村基层教民
群体别具一格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特色，及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浓厚的文化心理，从而来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一种交互式的复杂的交流范式。
教民群体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内部衍生出来的一个群体，它具有特殊政治、文化色彩和社会边缘性。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畸形
物，他们因为特殊的信仰和行为，特殊的身份认同而成为一具有人际边缘性格的所谓的“异类”。这种边缘性和特殊性也使得他们的信仰状态表现出来
了复杂性和特殊性。
乡土教民走向耶稣基督的皈依过程是复杂多样的，其皈依动机异彩纷呈，斑驳陆离。中国乡里社会传统民间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深深的折射
在他们信教的动因轨迹中，编织成了一幅复杂的皈依动机和皈依类型的丰富图景，从而也初步展现了他们新的信仰状态。重实用和功利的传统文化心理
最具有代表性，尤其在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晚清社会里。世俗功利，宗教功利，还有两种或多种功利目的相交织的皈依，家庭传统影响下的皈依，教理
思索渐进性的皈依，渴求来世灵魂升天堂的皈依，突发式的皈依，贞女观念号召和影响下的皈依，为赎却今生所犯之罪孽的皈依等等，纷繁复杂。从其
走向耶稣和教堂的动机，也可窥探其内心意识、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和人生际遇中的历史行为就更多样化了。
特殊的历史情境，为如实再现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实践提供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展现的舞台。非理智的打教闹教狂潮的掀起，社会陷
入了非常态状态。乡土教民群体成为一切矛盾和打击的首当其冲的靶子，面临着极端恶劣的社会情境，他们将作何打算，又将何去何从，特殊的历史时
代和情境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此时的信仰又将对时代和处境做出何种回应?信仰与时代开始了历史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表现出了
多种信仰状态和信仰行为。自始至终坚守基督信仰，慨然“致命”；迷恋于宗教神迹的崇拜和对神功无限扩大的狂热；执着于世俗利益的永恒不懈地追
求；念念不能忘却和割舍的传统家族血亲的乡土文化观念；果报观影响下的纷纷为主献身的行为实践；爱教与爱家、爱国意识上的一致和实践上的矛盾
的两难选择等等极为复杂的信仰状态和信仰行为，为我们尽可能的还原其真实的宗教信仰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历史的依据。通过对其复杂信仰状态和行为
的层次剥离，不难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浓浓的本土文化底蕴和特色。
通过这一具有特殊性和边缘性群体的历史形成，复杂皈依动机的历史简析，极端情境下独特的宗教信仰意识、状态和行为模式等等问题的探讨，以
期尽力去探索并努力接近乡土教民群体的真实的信仰世界和文化意识心理，从而再现乡土教民群体特殊的宗教信仰、独特的宗教意识及文化心理，来重
新认识这一特殊历史群体。在他们的信仰世界和内心深处以及行为实践的背后，自始至终都跳动着本土民族文化的心律和鲜活的脉搏，具有浓厚的本土
文化的底蕴和色彩，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信仰观。所以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乡村基督教徒来说，基督教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们生活

的全部。参加教徒间的聚会和基督教仪式时表现了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一面，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坚持着乡村社会传统的规则。在基督宗教
色彩的圣衣的背后，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浓重的韵味与内涵。这也充分说明了基督主义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置换、新旧的交错离合、中
西的种种调适的互动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一种交互式的交流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2.期刊论文 于作敏.YU Zuo-min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5,18(3)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
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
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
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3.学位论文 韩兵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社会教育活动研究 2007
晚清的中国内忧外患，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教育也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
型。在这个巨变过程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他们先传教、后教育；边传教、边
从事社会教育活动。而他们所从事的社会教育活动，成为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主要途径，为晚清的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打开了窗口。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教育活动，在本文当中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60年，是初创阶段；后一阶段从1860年到1900年
，是成熟阶段，第一阶段传教士的社会教育活动为后面成熟阶段打下了基础。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社会教育活动有自己的目的，例如发展教徒，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殖民侵略，传播西学知识，提高晚清中国人素质等；其社会教育
活动也有其对象，并且非常广泛，可以说上至当时的皇帝，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及平民百姓，具体可以分为科普先驱、洋务大臣、维新志士、以及普通百
姓等几个部分；当然还有活动的内容，例如翻译出版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等；同时更有活动的个案，例如有自己的印刷出版机构，报刊事业以
及书院等。
由于两个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形势的不断发展，第二阶段在上述几个方面相对于第一阶段来说显得更加成熟和完备。不过从总体来看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通过社会教育活动的方式来传播西学，以此来转变晚清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世界观，为后来的“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做出了
铺垫，进而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型当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晚清基督教传教士社会教育活动不但是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当中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中西交流史当中一部分。在今天看来，昔日这种特殊历史时期
和特殊地域里发生的特殊活动依然对于今天社会教育事业的兴办以及中外交流有相当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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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3)
文章以晚清乡土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为视点,试图从恩宠的逻辑、恩宠的内容、恩宠的实现三个方面来探讨教民对恩宠教义的吸纳过程,从而提出,果
报观念、神功崇拜等乡土文化资源是转化与安置恩宠教义的建构力量.它决定了教民的恩宠信仰虽然采纳了天主教的符号、语言与仪式,却与传统的文化
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学位论文 张彧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传教活动研究（1865-1911） 2006
晚清、民国时期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拉丁文名称为ConggregationImmaculateCordisMariae，英文名称为
CongregationoftheImmaculateHeartofMary，缩写为CICM)在中国华北、西北广袤的土地上进行了80多年的传教活动，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时间最长，效果也最明显，且独具特色，教会拥有土地之广，教民比例之高，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之多样，新旧教发展之悬
殊，教会在地方社会近代化历程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深入研究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活动，对于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由于内蒙古地区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地方文献匮乏，研究的难度极大。在很长的时间里，学界对圣母圣心会在内蒙
古的传教活动虽有一些研究，但非常薄弱。
本文对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介绍了晚清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形势，简要回顾了
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的活动情况。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对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展开的传教活动，该修会的传教策略，传教过程中的蒙、民、教冲突，庚
子年的反洋教运动，庚子年后的赔教，该修会的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圣母圣心会的传教策略，蒙、民、教冲突，庚子年后的赔教是本文研究
的重点。国外学者对该修会的传教策略虽有介绍，但不够全面，本文对传教策略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界对庚子年之前内蒙古地区的蒙、民、教
冲突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利用较大的篇幅对内蒙古发生的蒙、民、教冲突逐一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对狄德满提出的模式进行了完善。
学界对庚子年后内蒙古的赔教情况虽有关注，但不够准确。本文依照当时清政府在内蒙古实施的二元体制对赔教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并得出了自
己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对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在内蒙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晚清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进
行了整体性的评价：就传教层面而言，该修会把天主教深入传播到内蒙古的许多地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会组织，这是该修会的一大贡献；该修会在
传教过程中进行的各项事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该修会在传教过程中与汉族移民、蒙古王公、蒙古牧民发生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反洋教运动的风暴

，导致了大量的赔款、赔地，最终加深了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化程度。

7.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从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圣母崇拜看中西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重庆文理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4)
教会的着力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引导了教民崇拜圣母的热情,使教民的圣母崇拜在语言、仪式等方面与教义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教民的圣母崇拜
又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经由乡土传统的筛滤,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往往无法呈现为其自身应该具备的清晰的图景,带有浓重的本土化
特色.

8.学位论文 黄晋祥 《申报》社评与晚清的民族运动（1900-1905） 2005
《申报》在晚清是最具影响的报刊之一，初由英国人经营，1906年后，始由华人席子佩主持。它可以1905年的大改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
期的编撰体例基本固定，而后期的变化较大。晚清《申报》的主笔及社评前后变化也较大。作者发现王韬曾担任过《申报》的总主笔。此外，还确认了
刘师培、王锺麒、孟森、陈冷、狄楚青等在《申报》上所发的社评，这些文章均未收入他们的文集。
《申报》对义和团运动极为关注，它反对清政府容纳、利用义和团，主张坚决镇压。而对东南督抚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实施的所谓“东南互保”则大
加赞扬。《申报》认为义和团从地域上来说，源于鲁西北；从组织上来说，源于白莲教。《申报》认为教案的产生，教士、教民、地方官、士大夫、绅
士、政府都有责任，而地域文化因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提出了它自己认为可行的消弭教案的办法。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申报》屡揭联军罪行
，尤其对侵略者的毒气战更予以了严厉的痛斥。议和过程中，《申报》认为赔款不如割地，主张将东北作为各国通商的公地以为补偿。《辛丑条约》的
大纲公布以后，《申报》逐条予以了评论，它错误地认为总体上条约各款尚无大损于中国。
《申报》早在1900年8月就发出了拒俄的呼声。拒俄运动开始前后，《申报》始终不相信有“密约”一说，事实证明，《申报》的看法是正确的。在
拒俄运动的方法上，《申报》反对群众武力拒俄，主张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通过外交努力，割舍一定的权益，实现收复东三省的目的。日俄战争
爆发后，《申报》谴责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主张助日攻俄。周生有案中，《申报》一方面坚持正义立场，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又主张适可而止
，不要扩大事态，损及商务，引起更大的国际纠纷。
《申报》在国内各报中，率先对美国虐待华工事件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并努力求索华工脱困的办法。对于抵制美货，《申报》认为应循序渐进地进
行，要灵活务实。它反对暴力，提倡文明抵制。在具体的措施上，它主张在坚持不用美货的前提下，先疏通存货。运动中，《申报》批评清政府的软弱
无能，反对清政府压制抵制美货运动，并敢于对清政府镇压抵制美货的上谕予以驳斥，体现了《申报》反封建专制的民主精神和抵制美货的坚定信念。
《申报》的这些见解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要求。

9.学位论文 孙洪军 晚清对外战争中的华人通敌研究 2005
晚清对外战争中华人的种种通敌行为,增强了侵略者的军事势力,便利了侵略者对清军的攻击,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是导致清朝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通敌华人中有官员、贫民、文人、教民、及与洋人关系密切的奸商;其通敌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经济的、政
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原因,而各种原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适合通敌华人滋生的土壤。通敌华人破坏清朝的反侵略战争,威胁满清王朝的统治,因而清政
府采取舆论宣传、推行保甲、编练团练等措施来遏制华人通敌行为的产生与蔓延,并采用捕杀与招降的办法以求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政治腐败
、经济衰退、军事废弛、文化落后、民族意识淡漠与法律滞后等原因,清政府并没有有效地解决华人通敌问题。

10.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19(1)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
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
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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