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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美南浸信会
在广西的传教活动
口吴

宁，汤开建

［摘要］广西省是基督新教在中国进入最晚、布道区最少的省份之一，清末民初才有基督新教大规
模进入广西。此前，广西境内天主教活动得较为频繁，是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主要的传教地。
基督教在广西广泛开展的传教活动对广西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传播的历史是广西近代城市发展
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颇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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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发展及其影响，旨在认识近代基督新教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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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梁福南、梁寿南两兄弟（１８６７年年报），Ｅ３３［４］（阳”’这是
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首果。“梧州成为纪好弼负责下
美南浸信会广西开教的先驱是“美南浸信会华南

的两个坚固的传教外展站之一（１８６６年年报）。”［５］（咄’

教区的灵魂人物”——纪好弼。梧州位于西江、浔江、

１８６８年，他又为第三个信徒（梁福南的父亲，是年４４

桂江三江汇流之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地理位置极

岁④）施浸。

为重要。１８６２年。纪好弼来到梧州活动了一段时间，

受到苦力贸易的影响，梧州百姓视一切外国人为

希望由此进入广西内地。但梧州是华南教区传教工

苦力贩子。梧州反教激烈，传教３２作开展的异常艰

作开展得最为艰难的地方，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带着

难。“当时天主教也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立足点，这

“信心、叹息和眼泪”在广西“播种”，三次进入，三次被

件事引起了当地士绅的注意，于是四处张贴着布告，

驱逐，教堂也数次被焚毁。口］（…’来华传教士对广西基

威胁如果有船载送外国人前来，一律烧毁，并号召商

督教势力薄弱的原因则是这样总结的：

铺准备木材，预备点火。地方政府因此发表一个声

广西为全国诸省中开辟的最后之一省，然自各差

明，说罗马天主教已经在中国传播很久，其教义是好

会宣教师加入工作以后，各差会对于本省素不注意，

的，不会干扰当地人。这个声明受到愤怒群众的抵

揆厥原因，要不出下列之诸大端：（一）人民稀少。本

制，要求官府解释清楚。又有人张贴布告，公开谴责

身以多山、多盗、多贫着闻。此三者足以致人民稀少。

官府是卖国贼，与外国人相互勾结。”Ｌ６０民众自发的驱

（二）交通阻塞。昔日之旅行家由民船如内地者，往往

逐包括西教士在内的一切外国人。鉴于此情，纪好弼

遇盗劫杀。自１９００年起始有轮船行驶于西江水道。

不得不离开梧州，传教站在华人信徒的坚持下，维持

（三）人民仇视教会，皆以外国人来此土宣教者必抱有

到１８７１年。⑤

政治上之野心，于是屡起反抗，甚至聚徒众而围攻之，

纪好弼虽然离开，但他并没有放弃梧州传教的想

而宣教师常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加以有种族之谬见及

法。１８７７年，他又一次申请去梧州的护照，但没被批

各宗教之反对，以致全省基督教事业不能越雷池一步

准。同年纪好弼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他

．．．．．．［２３（Ｐ３２０）

见到了内地会的负责人戴德生：

纪好弼在多年的传教经验中认识到民众对基督

梧州传教站，因我回美国休假（１８７０年）而将传教

教的排斥，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民众将基督教等同于

站交给在那里传教的内地会的传教士。由于资金不

叛乱的错误理解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

足和希望渺小，我没有驻梧传教已经六年了。在上

当时出现的不道德的苦力贸易，致使每个外国人都被

海，我和戴德生商议了继续在梧州传教的计划，我介

误认为是苦力贩子；二是湖南强烈的反教排外风潮的

绍给他一位我们在广西传教的本地传道人，此人可帮

巨大影响，成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传教的极大障

助他们在梧州找到住所；而内地会则派一位来自英国

碍。”鲫㈨

浸信会的年轻传教士负责梧州的传教。内地会希望

１．秘密传教阶段：１８６２～１８９７年

深入内地传教，并应允我在我们有足够能力时恢复对

１８６２年，纪好弼由肇庆沿水路北上梧州，试图在
梧州传教。由于梧州市民排外反教的情绪十分激烈，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４６～１８５５），Ｐ．８２．此报告虽名为１８４６

①

很快把他赶走。１８６５年１月，他得到嘉约翰负责的中

～１８５５年间的中国传教报告，但实际内容延展至１８７０年。此报告由

国医务传道会的一笔拨款，预备在梧州建立～间诊

香港浸信会联会游伟业博士提供，现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

所。①华人助手陆朝镇提前在梧州城外的竹椅街为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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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得一间房屋做为诊所和布道所。５月，纪好弼再次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踏上梧州的土地，期望能借助医疗开辟传教道路。租

１７，Ｐ．４２１．（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ｍ．）此缩微胶片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

约规定外国人不得留宿房内，纪好弼只得白天在堂工

部。
③

作，晚上回船居住。他边施医赠药，边向病人传教布

Ｙｅａｒｓ

道。这是梧州历史上“第一问西医诊疗所，同时也是
广西历史上第一间传教站。”②纪好弼免费治病，就医

纪好弼将梧州传教站交给陆朝镇和另一位华人
助手负责，自己则在广州、肇庆、梧州三地旅行巡回布
道。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１日；梧州终于有了两个华人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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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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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桂江流域而来，他们说普通话。因此纪好搿开始和他的助手学习普
通话以方便和他们交流。

者很多，当年就诊人数为４ ４６０人。④但诊所开业不
到半年，就被群众视为异端将药品和器械洗劫～空。

ｐａｇｅ

④

１８６９年年报；另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ｆｏｒｍ］，陷ｃｈ—

ｍｏｎｄ，Ｖ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８６８．５，Ｖ０１．１

Ｎｏ．１．记

录有Ｌａｕ的信主过程。此缩微胶片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
部。

⑤１８７０年蔓延广东、福建的神仙粉事件，波及到广西，导致传教
活动暂停。１８７１年年报。

广疆懿传教。“』

豹这次教寨提出严覆谴责：

÷

美南浸信会在梧州的宣教事业陷入了停滞，在吸

……唯此次殴本国人民之事，贵固更须设法使地

收信徒方面没有任何进展，除了纪好弼施浸的这三个

方官明晰，无论其事因而起，均为大错，此等使本阔人

人外，经过二卡多年的时闻，没有第匿个人热入教会。

民受黪之错，本溪不难应有以保奎之，且必定力为曝

１８８１年，纪好弼再派汤杰卿西上梧州。这次一切还都

全之。本大臣于中国官民之错迭次言及，想贵索王亦

很顺利，５月，梧州的信徒自建的第一间礼拜堂完工，

必同为可惜，必于此违约之搴欲有以止息之诚，能一

“Ｗｏｎｇ Ｆｏｎｇ受责在广西地区的巡回布道王作，在秀器

次力行查办方为磐法，免致将来再有此等恶事，费亲

毽箍浸了两个人，并邋到了萁绝的慕道者，受到了他

王既常以两国睦谊为怀，竣惟有切请力为查办，不任

们的热烈欢迎（１８８２年年报）。”

其为再稍延可也ｏ［８］（Ｐ３７６～３７９）

时值中法战争前夕，人民反教排外情缝医渐裁

虽然美国强烈要求查办警事人，但是中国方诼还

涨，汤杰薅被群众围攻，负伤返西广髑，礼拜堂也被拆

是以拖延为手段，传教士最瓣失望地说：“梧髑教堂拿

毁，官府却鬣之不理。①广州传教站派士文夫妇等人

不回来了，中国宙摄办事效率太低，在处理基督缴的

采梧州拜见地方宫府解决此事，要求得到赔偿，并试

事务上尤其慢，领事已经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了。”［７］

溪恢复梧髑的传教。±文在街上行走的时姣，被群众

从此之后，肖卡年的时闯，美南浸信会没有在梧

以石袭击。不仅如此，在他躲回船上时，还用乱石将

州进行公开传教活动。传教士多次在华人传道人的

他所乘的船击破，士文夫妇躲在船舱中才牵免于难。

掩护下来到梧州，秘密传教。１８９１年，广西施浸１１人

耄予±文这次在毒吾静瀵透，美国骏广髑领事后来慧会

（１８９２年年摄）。１８９４年，茭ｌ有２１人受浸（１８９５年年

两广总督曾网荃，要求彻查反教事件，严惩参与人员。

报）。

这掀起了全城公愤，绅商学界一致联合，召开紧急会

在广州纪好弼的四拳圣经班里，斑１８９４年怒就

议，决议：“１。永远不漆传教±入广西境凌；２．永远不

有来爨广疆懿学生。这些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

准传教士在广西开设福音堂。”ｎ“㈣郡

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传教，成为传教的中坚力量（１８９４

１８８２年汤杰卿在梧州传教被民众掷石击伤，教堂

被毁，±文索簧蓦被逐～褰，弓ｌ起美国驻华领枣与总理
衙门交涉。搴件的中文记录如下：

年年报）。
２．传教发鬏融期：１８９７～１９１２年
１８９７年，《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签订，西江开放，梧

……昨据广州喜领事官详称，广西梧州府地方有

州开埠，成为广西传教的转折点。梧州开埠后，夔南

本嚣教圭房震数阕，终为漤经堂及燕医貔之蔑，毒中

浸信会稷宣遂会溺时秀上援髑传教。疆磊，又有德遘

篱教民二入掌管。于光绪八年九月间，该处民人滋

会等差会陆续在广西开教。

事，将民房拆毁，殴打擞内教民，驱逐出城，该教民遂

牧冕回忆她所经历的梧州开埠时的情景，描述她

逃往广媸美睡教圭寓艇，该堂态援有教圭所存物件，

馋为一个传教±在看到裳褥已久静捂麟开璋时的心

滋事时除将房屋拆毁外，并将教圭物件均行失去，约

情时说：

饿银一百六十两。当缀领事官将此违约之事照会两

……我不会忘记那一个下午。我感觉那时有如

广总督部堂，并极力德请按律结馋在案。鞭予十月

象空磷行。我稍为着想在撂州开基传遂已经在三个

澜，有本国二入携眷由广髑前往梧硐，均执有本馆所

时期硪力过。纪牧师在早六十年前，士文牧师在早八

发经两广总督盖印之护照，其一人并带有领事官致梧

十年前，麦德来牧师在早九十年都已经用力过。但每

州府信函一传，函内系请梧州府照料该民之惑。该府

一次都受压迫焉不受欢迎，第一第二次受着无知之人

冤蛇护照及掰致信涵，滚有意妥为照料保护，该处绅

的攻击并毁坏福音堂。狰且蚴

士等激动人心，出有极恶告白，以效九月十八日，聚集

早在开埠前，谭保德在梧州传教，他买到一间房

千有余人，用砖石、木棍殴击本国人民，逐其回船，及

屋做事乙器堂，此潮真光书楼所在地。１８９７年初，湛罗

鍪滔嫠后，滋事等人仍拦阻该努不曹效行，定意褥本

弼将该囊改建，前面做辛乙拜激，后面傲往所，他成为美

豳安分守法之人殴击鬟死。此时本国人民极难躲避，

南浸信会第一位驻梧州站传教士，［１］ｆ“６’华人传道则有

聿褥逃回广州。喜领事又将该二次违约之搴照会两

鲁子珍牧师和谭保德。这阍教堂成为梧州传教漆韭

广餐帮堂。醚准复黎骚行查明按约办理，瓣径领事教

的奠基之地。同年３胃７强，篪浸４入ｏ［１０］（Ｐ３８０不久，

力催请，亦朱查办。查初次与二次滋事之时，迄今均
已越七八月之久，至本年四月十五日，领事宦接两广
①Ｆｏｒｅｉｇｎ

螫帮堂之文，仍疆蘧方寓爨来毒簪诧案媾影译壤，难汉
预计其何时能从详报前来，云云。（８］（肼６“７＂

照会中还列举了其他六起教案，特别ｘ，－Ｊ＂梧州发生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０２．Ｖｏｔ。５２．Ｎｏ．ｔ。１８８６年，涵煮

舞转往美灏疆金出，商在那里魏华入宣教。１９００年，应香港浸德自理

会的邀请在香港传教。见李金强：《自立与关怀…一香港浸信教会百
年史１９０１～２００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一版，页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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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传教士牧冕、谢小姐也先后来到梧州传教。麦惠来

建立在平南县的石塘村，靠近西江主河道，离梧州１２５

１８８９年加入美南浸信会，接手广西的传教工作，他一

里，时间是１８９２年。此后在华人助手的努力下，又陆

直负责教务直至１９０４年。

续新立传教站有象州、鹏化、梧州、桂平、同安、平南、

纪牧１９００年重返梧州，他描述四十年后梧州之

定罗和贵县等处。

行的喜悦心情：

１．石塘
石塘１８９２年立基址，建立过程是这样的：

重游梧州对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能再次踏上
我早期传教的西江的土地，我感到很高兴。这里发生

其时有华人“包文华先生，平南人也，以船夫为

了巨大的变化：西江上匆忙行驶着的蒸汽拖船和汽艇

业，一次船抵广州时，适值１日东石角福音堂举行布道，

代替我那时乘坐的用桨划行的旧船；电报线沿着河岸

偶尔入座听讲，牧师以审判为题，包某听后大受感动，

铺设；在Ｔａｈ Ｈｉｎｇ，我曾经施医赠药巡回布道传教的

因之认罪悔改，受浸为基督徒。及后包文华先生，舍

地方，现在已经有两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常驻在那里，

弃旧业，改就教会卖书及传道之职，未几成为广西第

并且建立了传教站；梧州已经有外国人定居了，并设

一位牧师，当时包牧师与石塘村余宝光牧师友好，交

有领事馆；我们在梧州有一间礼拜堂，相当多的信徒

情甚笃，余某对主之福音极感兴趣，经包文华牧师之

就在我为广西第一位信徒施浸的地方受浸；我当时只

努力培植，结果余宝光先生真心接纳主道，遂成为基

有两位信徒，而现在广西已经建立了四间教会，拥有

督之宝贵真光。乡村民众随之认罪悔改者，大不乏

三百多名会众，很多是梧州之外几百里我从未去过的

入。广西第一基督教会，遂得以组织成立于石圹村

那些地方的居民。在麦惠来、牧冕以及其他传道人的

焉。’’［１３］‘…’

努力下，我们才能有上百的上帝的子民。其中很多人

１８９３年年底，士文夫妇、牧冕和李济良牧师、黄石

正在接受牧师的培训，将来要将福音传到广西各地。

如等到广西进行为期四周的巡回布道。在主日崇拜

当我回顾四十年的历程的时候，我要说的只有一句：

的时候，他们在礼拜堂里发现，有三十多人参加崇拜，

看啊。上帝在梧州的成就！＂１

村里一半以上的男子是教会的成员。这种极不寻常

梧州１９０２年建立教会。“其时教会虽能稳立，但

的情况表示这里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福音，自立的教会

传教工作仍属简单，除日问开堂讲道及施医一二小时

将指日可待。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所见到的最有希望

外，晚上只闭门与二三教友祈祷读经而已ｏ”［１１］（ｐ３６１）

的传教站。。他们对包文华在石塘的工作很满意，认为

１９０４年，帖威灵和美约瑟接任麦惠来的传道与行医的

他的成就是非凡的杰出的。②
１８９４年，石塘成立了一个有６８位信徒的教会，这

工作，梧州教务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入主张急进，满具热力，忠心事主。并得华人

是广西省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教会，由包文华任

黄石如医生等相助为理，努力将教会整顿，乘时促进

牧师，余建盘为会役。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经历

教会各种工作，鼓舞各传道人竭力作工，礼拜堂日夜

了数次波折，最终在石塘扎下根基，福音得以广传。

开堂宣道，并频开奋兴会，设“四季书”以栽培内地教

石塘１９０２年有３个外展站（１８９４年年报）。此地

友并教会职员。梧州教会礼拜堂曾二次改造。石塘

经常发生的洪水、盗贼以及叛乱是福音传播及发展信

教会亦二次选建礼拜堂。［ＩＩ］（Ｐ３６２）

徒的障碍。
２．象州

１９０９年春，梧州教会新堂落成，堂内可容纳七百
人，建筑该堂的款项，由华盛顿城第五号教会捐励。

广西第二个美南浸信会的传教站是于１８９７年成

梧州成为美南浸信会广西中心传教区以及传教士的

立的象州寺村传教站ｏＤ］（ＰＳ５）象州是距离广州最远的传

常驻地。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事业日益兴旺发

教站，其主要的成员使用官话。仇月清是象州传教站

达，“会务蒸蒸日上，从此根深蒂固，枝繁叶茂ｏ”［１２］（Ｐ３０３）

的传道人。他本来是广西象县寺村墟人，在桂平的学
校里教书，对基督教很有兴趣。１８９３年牧冕和余宝光
来到鹏化传教，仇月清专门赶到鹏化去听他们布道。

后来又到余宝光、包文华处。余宝光和他接触后，觉
美南浸信会在广西传教的发展还表现在传教外
展站的建立。美南浸信会在两广地区所建立的传教

得他是可造之才，送书给他，嘱他潜心研究。后来余
宝光又将他介绍到石塘的包文华处，仇月清４９岁时

站或基址，其地点的选择有着一定的随机性。“大部
分的传教站的建立，并不是因为这些地点具有作为传
①Ｕｐ Ｎｏａｈ 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

教中心的特点和优点，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已经有信

Ｆｏｒｅｉｇｎ

徒或者传道人开始为教会工作。”①美南浸信会在广西
的传教特别体现了这一点。广西的第一个传教基址
ＧｘＭＤ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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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Ｗ．Ｇｒｅｅｎ，Ｃａｎｔｏｎ，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９３．２。

②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Ｚ．Ｓｉｍｍｏｎｓ，Ｃａｎ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ｎ．２，１８９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９４．４

被士文施浸，转而南下，在纪好弼的四季圣经班学习。
学完之后返回家乡象县寺村墟木叶村传福音，并将自
己的屋子作为福音堂，引领亲友和家人归信基督
（１８９４年年报）。Ｌ７０

５．桂平
桂平位于西江柳河合流处，梧州以西１１３英里，
１８９３年，士文和李济良伴随牧冕、黄伯母、东安大

１９００年，象州教会成立，仇月清也在此年被按立

嫂由梧州至平南传教，牧冕和黄伯母在平南思界墟登

为牧师。①１９０２年，象州成立四个外展站，并自己筹

岸，进入石塘传教，而士文和李济良则上桂乎江口一

款建筑了两个礼拜堂（１９０３年年报）。

带。，卖书传道。士文这次桂平的旅行布道并不顺利，

象州教会的教务在仇月清的努力下向前推进，象

由于受到反对，他们折往思界，牧冕也同时赶往思界

县、平南、马平各处的慕道者渐渐增多，要求受浸的人

汇合，一起返回广州。美南浸信会对桂平的第一次传

数也逐年递加。仇月清常常去各地巡回布道，平乐、

教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修仁、荔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鹿寨、寨沙、马村、
四排等处都创立了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外展站。广西

传教站点的机会。１９００年，桂平开基（《桂平县一＝Ｌ－》）。
教务完全由华人自己主持，礼拜堂为华人自筹资金购

圣经。

买。后来又在周围墟市的信徒家中建立分堂，由城内

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象州的各个外展站，除马

的礼拜堂传到周围乡村，在乡村听到福音的人又传递

村外，都停止了传教的活动。直到１９１５年，莫华廷牧

给自己更远的家乡里的邻居和朋友。桂平教会渐渐

师来到寺村，传教工作才得以继续。

开始增长，１９０８年建立教会，黄渭川任传道。［１１］（Ｐ３６２）

３．平南

也苎

此后，美南浸信会数次进入桂平，寻找传教、建立

乡村中的一些热心的信徒，先后被他介绍到广州学习

６．桂林

平南是进入瑶山地区的门户，福音由此传入瑶族
人民中。１８９３年，士文来到平南传教十天，他欣喜地
发现广西的传教环境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好得很多：
平南由包文华负责。这里的信徒信心坚定。四
月，我来到这里，用十天的时间讲解圣经中的约翰福
音，教导会众和慕道者。我被允许呆在礼拜堂里不受
打扰地度过十天。１８名听众。在此期间，我们很高兴
地报告破坏我们小弃０拜堂的行动没有成功。平乐有
了一间新的传教站，梧州向北到这里有十天的路程。
这是两广交界处第一个大城市。平南离梧州也有五
天的行程，而且新的传教站离其他的传教站要有十五
天的路程，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此地是对广西省的基督
教传播有远见的地区，所以要在这里开展工作（１８９４

纪好弼在早期传教中，一度也试图在桂林这个属
于说官话的地区，开辟传教站。１８６６年８月，纪好弼
陪同Ｍｒ．Ａｌｂｅｒｔ ｇｉｃｋｍｏｒｅ②溯西江支流桂江而上，最

远到达广西东北部的桂林。纪好弼在桂林街头布道、
分发书籍，开展宣教活动。此次桂林之行引起了全城
的骚乱ｏ［１５］（Ｐ４２２）官府禁止任何人租房给他们，并下令不
得出售食物和接受他们分发的布道小书。他们乘坐
的船被烧，助手被扣押。纪好弼在扔向他们的石头中
离开桂林（１８６６年年报）ｏ［１］（Ｐ８２）
在这次旅行中，纪好弼做了沿岸城市的特别记
录，初步研究了传教情况。
桂林建立传教站的时间是在１９１２年５月。美南
浸信会卢信恩在刘焕廷的陪伴下，在桂林传道。首次

年年报）。

１８９３年，报告称平南、定罗成为美南浸信会广西
传教的两个中心。
４．鹏化
鹏化是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一个重要教会。鹏

施浸就有１３人。１９１３年３月，桂林教会正式成立，成

汤
开

建
清
末
民

初
夫

林教会除旧有的寺村与同安教会，还将修仁的六寨，

塘闻道，受浸信主后，即返鹏化，开基督教之先河。其

归桂林传教区统一管理。

时乡人未有仇视，心甚愉快。后有余十九妇余乃臣等

桂林教会的各项教务开展得积极有效，１９１２年开

相继受浸皈主，信徒渐增ｏ”［１４］（ｐ３７２）当时鹏化没有专职

办真光书楼，１９１４年开办培真女校，１９１６年开办储才

的传道人，暂时由余梓华宣讲福音，听讲人数十人。信

学校，１９１９年在培真女校的基础上扩展成培贤圣经妇

徒余崇信自愿捐出一块地，建筑礼拜堂。１８９９年动

女学校，１９１７年开办桂林浸信会医院，１９２０年开办圣

工，建筑费大部分由信徒自己捐助。１９０１年，因为信

经学校。
７．同安

捐得３０元，加上信徒的捐款，当年冬天就建成了新的
礼拜堂。“余德周、宋善轩、韦文安等先后在此专任传

①

１９００年年报，其中报告其按立的经过。

道．驻堂说教，兴办学校。”［１４卫９３７”

②

自然科学家，曾任纽约中心公园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

＾
丁

作楹为男传道，陈益姑为女传道，刘焕廷为会役。桂
及荔浦的宝村，富ＪＩｌ的大田寨，贺县的沙田，元头龚拨

徒的增多，于是商议筹款重修礼拜堂。余瑞云在贵县

天

为广西官话区传教中心。卢信恩为牧师，覃世椿、黄

化基址肇始于余梓华、余士珠，两人于１８９８年在“石

万方数据

翰

开辟于１９００年。

甯

浸
信
会
在
ｒ一

西
的

传
教
活
动

７ １９

犀嶷教会静成立缘予１８９２年，平信徒陈受垒在

搭熊反教最烈，纪好鼹希望能耀医疗传教寒拇开

揭阳美北浸礼会的教会中信主后，迁居晒到家乡嗣安

局面。纪好弼一直强调医疗传教的重要性。认为“医

平乐，自发地传讲福音，他周围聚集起来一小群对基

疗传教是最为有效的辅助手段”，［１ ５］…”“‘医疗所（与医

督有兴趣豹人。考虑餮广霆离揭鬻太远，予是美薯艺浸

院熬跑较）其存７熬特殊价蕴：付鑫黪代徐小并且获益

礼会写信给广州的纪好弼，请他们代为照顾。１８９３年

处大，花费少，最适宜做先锋工作。而对于～个固定

纪好弼派华人传道谭保德、余宝光、李弼廷来同安售

的相对成熟的传教站而蠢，医院则拥有不可估量的价

枣传教，“并逶平乐县交涉，任其选择教点，建立教

德，疹②１８６５年健在第二次来到捂髑传教的时候，就是

堂”。④第二年，鲁子珍在慕道者中间选择了１０人施

利用建立医疗所的办法在梧问得到立足之地。

浸。这摄平乐的首次施浸，其中就有著名的《真光》主
缠张亦镜。Ｅ御洒”

１８９７年，麦惠来在格州进行医疗传教。１８９９年，
吁芳陲医生热入牾髑教会，每震瑟次在教堂附设戆小

１９０７年，同安融有信徒六十余人，１０月２４日成
立教会，推选张文经、谢英江二人为会役（１９０８年年

诊所中施医枢道，统计因医而听道的人，每年有五百
余人。

报）。口”档鼢第二年，按立余建掇为牧薅，受责网安教会

义程匪遮动之后，基磐教在华憋传播逮魔暖显热

教务。阉安教会中出现了～戆著名的信徒，其中以在

快，各项事工都有很大的发展，美南浸信会猩中国的

桂林浸信会医院的欧振声医生和以文字布道的张亦

医疗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
华北终艾体讳受至《了恁酶嗣王戆欢迎，麓鲢也开

镜最为肖名。表１鄹反映了氐国翦广薅各教会和基

始赢得当地的民心；芰文准备为捞州的医院工作；华

址成立时期基本情况：

南的夏查理夫妇两人俱由医学院毕业，他们和麦惠来
表ｌ

民星翦广蹰各教会秘基避成立爵期基零情瑷

医生在梧州，约翰思达牧疼在南卡罗来鼹亲属同意在

捂弗｛设立基衾会建筑一润纪念思达的医院（１９０２年年
报）。
我们酶暇疗传教圭，尽管剐喇右派往世爨各遗，
但已经有了徽好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是西为他们治
愈了成千的受病痛折磨的穷人和瘸人，并且也吸引了

商阶层的人士赡注意。这使得我们姆福音褥以进入
酃热“愚昧之堍”的权赍家中。捂州的思达酝浣的建
立，思达的朋友和亲戚赠与医院２５００美元作为建筑
费用（１９０３年年报）。

１９０３年，麦惠来髑惑达基金农梧翊厂藏街购买±
地建造思达纪念医院。腋院在１９０４年４月２０日落
成。ｎ８］悖””内科医生美约瑟、黄石如１９０４年到来，１９０７
年，夏查理翔入，技本力麓不戮增强。１９０６筇完残了
首例外科手术，从此声名鹊起。１９０９年，苏慕华从美
国猁梧州，任蹶院护士长，教导护士及指导Ｉ作。思
达医浣又割务了广嚣第一莠荦护±职照学校，苏慕华住

校长，训练医擞助手，第一届毕业学生有４人。
到了１９１１年，原有的院址已不能满足门诊和住

鲵癍惠鳇需求，医院嚣要扩建。予是美约瑟１９１１年
说萌：诧袭资料来源于捌粤声主编：《两广浸蓓会史喀》、痰裕良、繇仁举、吴
目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州资料汇编》、《犍南浸信会联套卅周年纪念特刊》、
美甫浸信会年搬和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回阉，为扩建版院筹款，但不幸染病在美逝擞。他回
国前给差会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去年（１９１０年）是梧鲻思遮医院过去七年历史上

①《桂林教会》，桂林三蠹爱国委员会编《常匡主义“传教士”利壤

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过程中十分重褫发展
医疗与教育传教辅助事业。
１．创办思达纪念医院
ＧＸ彝垂ｐＸ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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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整教在缝韩逸嚣透露侵略嚣褥变辩》，转；ｌ鑫痰裕烫，躲仁华、吴餮
强编：《天主教基餐教在广西资料汇编》，页３４９。
⑦Ｇｒａｖｅｓ，Ｒｏｓｅｗｅｌｌ Ｈｏｂａｒｔ，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Ｎｎａ：ｏ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Ｄｅｌ．：Ｓｅｈｏｌａｒｌ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９７２，鼽２４５。

最好戆一年。各个部门翡工作都有缀大酾遗晨。魏

予１９１５年，易名为往南墙诞小学。１９２２年在云溢出

年最重要的事件是梧州的官员赠与传教站一块位置

麓建筑校舍，增办中学，后采成为广西省首屈一指的

极好的土地（即竹园肚）来修建医院和传教士的住所。

学校。

第二是传遨部彳壬命苏穆华护圭来思达送貌教导护士

上述是美鬻浸信会在广西省创办的规模较大的

和指导工作。第三是疑查理夫妇休假返回。第四，我

学校，此外各教会基址也大多在其礼拜堂附设一问义

们有了第二位中国同工，Ｄｒ．Ｙｅｕｎｇ外科医生。第

学，以供当地学坐上学，在此就不一洋述。

菇，开办了护圭职盈学校。第六，有了肄结核薅离阙。
第七，医院的综合设备渐渐完各。第八，免费分发了

四

大量健康知识的小册子并出售了五万份暇院日历。
蘩九，缝织戏立了避方红卡字会。蒡卡，姆髑各玲层
的市民共捅出了５００元给思达医院（１９１１年年报）。

以下的数据显示了思达医院的巨大进步：
４１２位住院病人，其中三分之一公秀试瀑海改，大
约四分之一受浸成为信徒。８４６９位病人褥到诊治，
１８２例大手术，４５０例小手术（包括拔牙），收入达到
２２００元（包括５ｄｏ元酶撩鼓）（１９１１年年投）。
病人酌就诊人次和收入的增多并不是传教士最
为兴奋的事情，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医院的
开办，梧州各除层人士开始接绒基督教。思达医院设

有传道部，糟专职酶传道入负责传教王俸。病人在治
瘸的同时，可以在院内举办的各种宣教活动中感受到

基督教的仁爱和救恩，魔体与灵魂一齐彳导救。广西蒙
骧教会酌创立者全季秘就是在橙娴医院治疗痊愈君，
“即于梧州漫信教会，受浸礼入会，当时立志回蒙墟开
设福音堂，镦扬就道，建议租铺等事，均委托办理，待
德努寒，栗实行程赁漆兴衡侯娥镶为会聚，竟能予
１９１２年实现美南浸信会福音堂于蒙墟，传扬救
邋。ｍ’，［１９］（Ｐ３３４）

２。创蘧教会学校
１８９４年，石塘教会成立后，教会就附设了一间学

瞄

魈

日

综上所述，本文从区域角度观察美南浸信会在广
秀地酝的传播发鼹，对其在广珏社会生活发展史中的
影响，认为有如下几点：
英一，广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朔历史背景，在
孛国蘩督教传播史上占有鬣要地位。１９世纪中时广
西反教之激烈，他省少有。是以传教士进入广谣后，
传教工作开展的尤海艰难，因此引发的民教冲突也较
链省爨为频繁程激烈。这些矛盾纛狰突，凸现予广西
社会擞活的各个方面，对广蹰的政治、军事、外交、经
济、甚歪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向都有很大影响。
美南浚信会在广褥的发展，笼詹将石塘、捂鲻开瓣秀
传教站点，之后沿着水路交通路线向内陆前进。同时
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他们的传教范围具有明显的方

言逮域牲，其传教区分秀说巍话的西纛嚣激及说富话
的桂南区。此外，荚南浸倍会秉承其麓会传统，具有
自己鲜明的传教特色，在传教、医药、教育、华人囱立
运动等方瑟都有特殊贡献，女性季睾教士的表瑗瘩猩当

器

天

出色。但是由于广西在清末民初仍属人口稀少，经济
落后地区，致使浚信会在此地区的发展并不如在沿海

宁

邋区发展那样迅速，教会黪备顼事监酶发震辔‘逊色很

汤
开

多。

其二，传教士兴办医院稠学校的根本目的是为传

校，名为墙德学校，是广西最早的一阏教会学
校。口∞∽渤石塘教会获办的这阉学校，培养了缀多广疆

援基督教。毽是逶过慈医赠药这秘方式，不但可以溃

杰出的传道人，据余益ｎ』回忆：

除中圈入的排外情绪，取褥民众信任；而且在客观上

建

石塘教会，早有福音堂一间，建在该村之西边，复

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为广暇培养了有用的

孚办有一蝰德学校，予嚣石塘君，与各热心弟冤夔顿

医学人才，促进了近我广嚣羝医事韭鳇兴起。开办学

学校，招徕学生，五年搬中，率办蒯高等小学级，学生

校，虽然其主要动机在于传播基督宗教信仰，办学的

年中有七八十人，后来有好几位学生往学传道。，帮助

意图也是为了强化基督教影响力，培养信徒和传教人

湾
术
民
初
＿藩
穴
南
浸

教会，荛诞云挂、余叁元、余崇信、余争汉等ｏ［２１］（Ｐ３２７）

员。但是终为技会教育的李｝兖，他键在攘动平民教弯

信
Ａ
ｊ鬈

１９０１年，嘉女士从美国来到梧州传教，在梧州“首

上做出一定的成就。一些攀生虽然来到教会开办的

创女学一所，牺牲自融之货财，扶助学校学艇约六十

学校学习，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但是并未成为接

Ａ

入。”嘉女±离开后，学校停办。１９０６年，两广联会在

受基餐教教义的信徒。

露
麴

在

梧州召开年会，立余益山为牧筛，主理会务。梧州教

冀三，早期女传教±在巾国所从褰的一些妇女活

会因此获益不少。当年在梧州开办两所学校，女校名

动，引发和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妇女思想的变革，为妇

传
教

为宏道，由美女±主瑾，其前身是嘉女士办麴女校，这

女意识的觉醒积等取社会地位平等杈怒了一定的攫

活

麓广西西南说广东话部分的唯一一所女校。ｒ２２］（Ｐ４１）
男校名为开明，取开宗明义志意，初期学生只有

动作焉。女传教±所带来的女基督徒的妇女特疑，无

动

数十入。这两所学校怒广西最早的学校。汗踞学校

崭薪的妇女角色的示范作耀。中国避代妇女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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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表现出的基督徒妇女形象，对晚清中国妇女起了

≯２ ７

翰

变革无庸置疑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觉醒，但西方

［９］《两广浸信会联会会刊》合订本（第一期至第廿四期），第二卷第一期

传教士的催化剂作用也不容忽视，“身披教袍的传教

［ｃ］．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广东省档案馆９ｚ一１—

士成为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Ｌ２副就像
施其乐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她们（女传教士）
Ｆ一

的到来很重要，因为她们树立了一个正面职业妇女的
榜样；告诉人们，女性除了作妻子和母亲外，还可以工

２７７．

［１０］梧州教会［Ａ］．刘粤声．两广浸信会史略［Ｃ］．
［１１］广西浸信会概略［Ａ］．刘粤声．两广浸信会史略［ｃ］．
［１ｔ］杨滨沂．梧州浸信教会史略［Ａ］．瘐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
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Ｃ］．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

作。”［２４且””作为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
的女性，她可以反抗旧式婚姻的不平等，可以从事教
育、医疗或传教等工作，也可以拥有和男子一样的权
利，获得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

［１３］牧冕姑娘撰，余和善教授译．上帝在广西所成就之事业［Ａ］．瘐裕
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ｃ］．南宁：广
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４］余崇信．桂南鹏化教会［Ａ］．刘粤声．两广浸信会史略［ｃ］．

其四，基督教作为外来异质文化伴随着列强的侵
略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在抵抗中渐渐接纳，其表

［１５］ｓｏ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Ｊ］．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Ｖ０１．１７。

现形式是出现了众多的华人信徒、传道人乃至牧师。

［１６］谭希天．先父谭保德传略［Ａ］．真光（第三十五卷，第八号）［ｚ］．

在当时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信徒处于一种被打击和

［１７］同安教会［Ａ］．刘粤声．两广浸信会史略［Ｃ］．

排拒的状态中，在每次民族压迫和爱国斗争中，信徒

［１８］粱英伟．思迭医院史略［Ａ］．瘐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

都首当其冲地位于敌视仇恨的最前沿。他们在反教
排外风潮中经受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有人也曾怀疑
和动摇，但也有人开始认真地思考基督教对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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