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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阳的传播
吉素丽
ｆ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河南洛阳４７１０２３）
摘要：１８９０牟，基督断教的“内地会”首先在洛阳传教，随后新教的信义会、§公会和天基教等先后祷入洛
阳。基督教传入后，设盥教堂、开靠医院、建崴中小学、举办孤儿院，火力发展信徒，积极传播福音．基瞥教在
洛疆的谤播宥以下特点：整镶发展水乎撩对较低：教会医耪事韭出较发达；各派之湖和谐发展；注意在孛璃人宇
发展传教的骨干分子；传教组织比较严密；对洛阳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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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Ｃｈ ｒｊｓｔｉａｎｉ“）是指敬奉耶稣为救世

鸦片战争是基督教在巾网得以传播的重要契

主赡备类教派的统称，夯豫“基督宗教”。包括天

帆。“基餐教借助武力秘夸乎等条约，褥到在中国

主教、东正教、新教三犬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教

传教的特权。，，ｌ卸许多传教＿上不仅足侵．肇战争和经

派。与佛教、伊斯兰教弗称世界三大宗教。

济讹诈的敷接参加者，而且也是不平等条约的起草

１基督教在洛阳的传入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困是在唐代。基督教的聂斯
脱零ｌ派曾于瘸贞蕊歹Ｌ年（公元６３５年）传入中国，
称“景教”。从明天启三年（公元１６２３年）两安周
至县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圜碑”的记载可
知，“景教已传播至全圆各地，在ｌＯＯ座城市建有
景教寺。，，ｌ¨洛阳是唐代的两京之～，也是景教活
动缀活跃鳇城蛮。
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因朝廷下诏禁绝佛教
而最教也被波及，其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中断。五代
及宋赣ｔ≯翻史籍，已冤不翻有关策教鹃记载。
元代时又曾传入天主教和聂斯脱利教，通称
“也星可温教”或“十字教”，健流传不广，至

＿稷策划者。“当时在华静基蛰教传教±豹基本信
条：

‘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从有战争能

舞放中毽给基督’。”忙“Ｐ４７’簌帝国主义蚋武力支
持下，来华传教人数急剧上升，美、英、德、船拿
大等国传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中豳各通商口岸，并以
条约秀护身籍进入态蟪活动。
基督教在河南的活动相对较晚。１８４０年后，伴
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外困商晶的输入，成批的外
隧传教．垂惫以帝国主义鹣炮艉为后盾涌进中国。特
别是１８５８年《天津条约》和１９０１年由英嘲传教士李
提摩太和丁韪良起孳能《辛受条约》签司＋以后，硬
方传教士出沿海地区拜始进入内地。第…个进入河
南的基督教会是由英国人戴得生所创办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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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灭亡而ｔ１１断。明万历十年（公元１５８２年）天主
教［妇耶稣会传教ｔ：再度传入，１８世纪因“中困礼仪
之争”瑟被清廷禁止。
１８０７年英幽新教传教：Ｌ马礼逊到广州传教，这
是新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新教传入中国虽然比较
晚，健在基督教经典酶翻译上散了灭量的开创性镌
Ｔ作。“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
中喇，马耗逊楚第一人。”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ｍ５．１０
作者简介：吉素丽（１９５９－），女，河南偃师人，皇要从事东方文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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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六年（公元１８９０年），瑞典牧师罗
贯民在豫疆一带传教，这是‘内地会’的最早传
入。川秘肉地会是薪教的一支，在来华转教中是弓
众不同的一个传教组织，是现代传教运动一｛·最早的
独立传教毫瞳构，ｌ酾５年由戴德生创建，鞠的是在中
圆传福，称为海外传教会。戴德生对内地会的宗酴
是这样标榜的：
寒派都可数参鸯嚣；

（Ｉ）这个差会是跨宗派的，任何
（２）这个差会是匿豁缝瞧，任

何国家都可以出人出钱；

（３）这一卜筹会要求教ｌ

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生活、起居、衣着烬‘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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砉素瓣：论基督教在近代洛麓豹揍播

中国化：

（４）这个麓会的主要目标不是招收教徒，

恧是面惫全毽以最快鲍速度传攒福音。１２ｌｌ引潍¨９’
洛阳的内地会隶属山西运城的总会，统管晋、

洛阳天主教到民国十七年（公冗１９２８年），教
徒已达１３ ０９８余入，此时洛阳已脱离郑援教区，经
南京总座代表刚恒毅向巴尔玛外方传教会申请，批

陕、豫三省的教徒，河南内地会的总会设在洛阳。忡ｌ

准成立了洛阳天主教教区，教区负责人由当时在郑

罗贾民到洛阳抟教纛，在洛阳ｊ艺关静麓泉沟赌圭｜鏊

翔传教的传教±巴友仁担经。民国２５年（公元１９３６

２１３

３３４ｍ２建一座小洋楼作居嶷，向洛阳附近传播

基督教。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罗贯民在洛
阳ｊ艺大街建教堂。该教堂可容纳千余入，又在丁家
街建一小教堂，在洛阳传教的外国牧师宵包罗道、
培袍德、罗贯民等人，教±鸯杨洁茹、骛毕霞等。
后又到新安县、宜阳县、伊川县、洛宁县等地发
展，仅洛宁一地信徒就达ｌ ５００人。
清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９梦年），美謦牧师臂臣民
到洛阳行医传教。付以民是“信义会”的传教士，

年），巴友仁晋升为洛阳教区主教。

２基督教在洛阳的活动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传入洛阳以后，以洛阳为舞
台，以传教为目的，建立教堂，传播教义，发展信
徒，极力扩张教派的势力，先后开袋了一系列活动。

２．１建立教堂，发展信徒，传播福音
１９整纪７§谚９年代，
‘社会福音’

“欧美基餐薪教提激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ｓＤｅｌ）的自由主义的

为了在传教中彼此不发生矛盾，就同内地会协商将

神学主张……信奉‘社会福音’的人认为，

洛阳教区分为东露两部分，东为信义会，西为内地

个人褥救的福音是不够熟，还需要传扬改造社会的

‘只讲

会。信义会设偃师、登封二会区，洛阳属于豫ｌｆＪ信

福音’；需将《圣经》所教导的‘爱’和‘公义’

义会，总会设在许邈。付以民寒洛后，“在兴隆东

的道理贯穿子社会生活中。”ｆｓ‘在这种思想的支配

街南头东侧购地建教堂（即美阑福音堂），设堂布

下，内缝会等新教教派“丽向全中匿以最快的速度

道，发展教徒。后来，在老城东大街建立布道所。

传播祸音”。内地会传到洛阳以后，发展速度很

继孬，在兴隆东街教堂戳ｊ艺设立福音医院，对外行

快，先后在洛硪＝ｌ艺关的龙泉沟、ｊ艺大街、丁家街、

医传教。”１７’

偃师老城西街、新安县小水门胡同、新安县南后

民国１９年（公元１９３０年），原属加拿大差会的

街、洛宁县城西北隅等地设立教堂，在洛阳及附近

圣公会由开封派华入传教±柱继文、韩慕义等人到

县藏笈疑信徒。据不完全统计，解藏蘸，洛阳附近

洛阳传教，并在洛阳的大中街购地２０ ０００ｍ２建礼拜

内地会的信徒大约有３ ＯＯＯ余人。０６“嗍舯

堂。建国前，在洛黼传教的基督新教蒸本上是三
派：内地会、信义会、圣公会。
“清光绪二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七月，意籍
霭铎遴子攫在洛阳南玛市街西头路南建立天圭堂。

信义会在洛阳发展呈嚣来居上之势，在洛阳老
城的敬事街、东关的兴隆街建立教堂、牧师楼、医
院等，一边行医，一边传教。在偃师，信义会在
“老城东＝｜艺隅修建福音堂，有美国传教±立约翰主

翌年，司铎尚子里死后，由意籍传教士彭伯炎接办

持，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间创立基督教学校。１９３０年，

南关传教点的工作，并发展教徒四五十人。清宣统

立约翰去世，由汉森、白丽生（女）主持公会教

二年（公死１９ｌＯ年），意籍神父柏长青和另～意籍

务。时登封另立公会，偃廊秘瑰县隽一个公会，亦

人鲍慧灵为扩大传教面，经当时的郑州的主教贾师

称联区，下设五个分会，八个堂区”。１９１

谊批准，携带医药咫晶裂南关天主堂传教，并借耀

汝阳县的信义会“建翻前共有教堂２处，’“在城

民房开办诊所。因教堂内经常有闹邪的传说，致使

关，～在内埠，内埠有房ｌＯ间，发展区会９个，布道

天主教发展缓慢。民国９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天主

所５０多个，教徒２ ５００人，受过洗礼的７００余人＂。１１

０ｌ

教堂迂裂囊英、院含修麓洛阳火车站（今洛阳东

ｌ∞８年，天主教来洛传教，“在鹰关马声掰建

站）。教堂坐落于车站南面，占地６０ ０００ｍ２，教徒

立教堂，发展教徒，设点布道。宣统＿：年（１９ｌＯ

发展到２ ＯＯＯ余人，分布于郊区、三门峡、偃师、

年），南关天主教堂迁到肖时由英、比合修的洛阳

宦阳等地。”１２ｌ｛ｎ４５’盾占趣发展到２７ ３３５ｍ２左右，内

车站教霆（今市农视公司院内）占地６０∞Ｏｍ２左奄。

设有教堂、修女院、男修院、医院、德来学校等。

他们到洛阳、陕州、偃师、宜阳、孟津等地，以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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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进行抟教，发疑教徒２∞９余人。”１７“Ｍ’

小学’……民国２５年（公元１９３６年），盖津县基督教

２．２设立诊所，开办医院，以医辅教

会办小学ｌ所，学生百余入，学镱ｌｊ６年。”‘ｓｌ沪ｍ’

早在１８３４年美圆派遣第一个医生伯驾来活动之
前，基督教差会就确认要把医疗事韭终必福音豹
“婢女”，也就是说利用医药作为在中国扩大教会
影响的手段。１２ＭＰ２＂’为了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
兹传教效果，基督教传教±大都剩露医疗事业推行
传教活动。基本方法是“在为瘸入旄行手术前把基
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
之后继续向病人说教”。川∽％’传入洛阳的基督
教，为了打开局面，吸引民众信教，纷纷嚣设医院
诊所。“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洛阳信义会
由吴玉润牧师经手，在洛阳市东关兴隆街建医院一
所，名为‘美国医院’，瑟更名先‘福音医
院’。”ｌｓｌ‘Ｐ１钉’天生教对医疗方面亦很重视。清
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ＩＯ年），意籍神甫柏长青来
洛，在老城煮关马市费开办诊所，以熊进稽传教活

天主教在洛阳建的有德来小学和中学。德来小
学“创建予民国２２年（公元１９３３年），全名为‘德
来沙学校’，是巴友仁焉法国圣女穗来沙的名字禽

名的。学制为６年，收生年龄不等，水平相差极
大。ｌ～５年级开设汉语、数学、植物、地理、静
乐、手工、体育等谋程，６年级增开英语课。学校
经费来源，一部分由教会拨给，一部分靠学生学赞
……民国２９年（公元１９４０年），洛阳天主教男修邀
院停办磊，由洛阳教蘧美籍监教主教米予筹翔，汤
振邦等中国教师具体负赞在男修道院内办起德来中
学。汤振邦出任校长并主管学校财务。学制为二
年，齐设数学、匡语、生物、外语、体弯等课程。
学生有从修女中来，毕业后仍回修女院，社会上招
的学员各自网家”。１５Ｉ…瓣“∞’

２．４开办孤儿院，发震教会慈善事韭

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５年），天主教先后

教会的慈善事业主要脊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

在洛阳开办了德来小学、天主教诊所、天主教圣心

校、聋哑学梭等。基督教传入洛阳以后，基督新教和

医院、修女院。”ｌｑ｛州’圣心医院占地３３ ３３４掰２，房屋

天主教都程度不同遗开展了一些慈善事娩。主要是设

９０多间。由纪奥嘉诺撒出任院长……医院医术较好的

悫孤儿院和儿童教养院，以扩大教会的影响。

是眼科，手术室可做腹部手术和剖腹产。‘５ｌＩ¨辩’

２．３开办ｄ谴§、中学，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
“教会学校开设的目的之～是为了传教。为了
扩展教会势力，因此有必要培植～批中国籍的传教
动手’’。１２Ｋ勉９’基餐耨教窝天主教在洛照开办翦主
要是小学和中学。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新发县教会
办男予小学ｌ所，鬃为‘养正小学’。清光绪二十
九年（公元１９０３笨），卞桂英、殷风娥二教士设第
二小学，名为‘培真女子小学’，校址在书院（今
县邮电局）。民圈７年（公元１９１８年），假师县基
督教会办小学ｌ所，民国１５年（公元１９２６笨）县教
育部门接管并在原址办师范学校。”。５‘‘ＰＨ舯
“民国９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基督教内地会在
县城＝ｌ器大街剖办舅女小学校箨ｌ所，男校名习真小
学，女校名培德小学。，，ｌ川男校由瑞典人培礼德负
责，女校由瑞典人杨浩茹负责。
“涎匿ｌ １年（公元ｌ笼２年），张俊德在伊强县壹

沙创办‘俊德初级小学’。民圜１６年，更名为‘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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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会在新安县建立了孤儿院。“清宣统三年
（公元１９ｌ １年）由瑞典翻传教士卞棱英、康若兰簿
筹建，原设予县城南后街的福音堂届院。时连年蹙
祸灾荒，道有弃儿，教会捡回抚养，初建孤儿收养
所。后募得本国人实安的遗产及两欧教会的捐助，
蠢凌丽立、艾约翰、墨’校学协理，又在城西街路南
建西式楼房一座，民国１１年竣工，定名新安县实安
慈惠孤儿院。”１６ＨＰ５４７’孤儿院的管理机构是董事
会，爱院长ｌ入，下设露个腔：教育、生产、攀
务、保姆。教师、技师保姆及工人分属各股。孤
儿院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西欧教堂及瑞典教
会的供给；弧，ｋ院生产｝ｌ孽毛毯、赣等经营性收
入；政府的捐款。实安慈惠孤儿院存在３６年，共
收养儿童２ ＯＯＯ余名。
“孤歹ｂ院除了办教荐，组织孩子靛学习文纯
科学知识外，还办有织布、织地毯、织袜、制鞋等
手工业作坊，培养孩子们的劳动生产技能。其产黼
滁自用外，还外销一部分。其中所垒产地毯曾被选
送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漱。”泌Ｈ瞬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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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天主教孤儿院于民国２２年（公元１９３３

专业水平，多发病、常见病均能治疗，是当时洛阳

年）成立，坐落于天主教堂修女院中……华人郭子

乃至河南比较先进的医院。福音医院是美国基督教

高负责孤儿院工作。”１５｜‘Ｐ１５２’凡被教会收养的小孩

信义会纽约差会传教士“付以明以差会捐款和教徒

均视作弃婴，入院３天未死亡者即被教父领洗成为

捐款，在洛阳东兴隆街筹建教堂并设立医院，取名

天主教徒。孤儿除参加劳动外，还要参加宗教仪
式，听修女讲教义、教规，一般不准外出。
教会还办有儿童教养院。“洛阳基督教儿童教

‘福音医院’”。
付以明不仅以传教为业，他本人又是医生。来
华前，曾在国内行医多年，擅长内、外、儿科。

养院成立于民国３１年（公元１９４２年）６月，有职员

１９０９年受遣，是来洛阳较早的外籍医生。该院能看

１５人，收容儿童２００名。主办人田正”。１１２１

各科杂病，并设有病床６０张，分～、二、三等病

３基督教在洛阳传播的特点

房，大致各占三分之一。医院有医生９名，其他医

近代的河南，“是中国的心脏”，在中国的省
份中是比较闭塞和落后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旧
的习惯势力比较强大，外来的东西、新生的事物，
很难有大的发展。基督教传入洛阳后，在同中国文
化和社会的融合中有以下特点。

３．１传入时间较晚，发展水平较低

务人员１１名，勤杂人员１１名，总计３１人。
福音医院的医疗设备大致有ｌ ５００倍的生物显
微镜一台，手提式高压消毒器ｌ台，简易手术床ｌ
张，腹部及其他手术器械１２８件，常用药品如酒石
酸锑钾、盐酸奎宁、金鸡纳霜、阿斯匹林、福白龙
针、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注射液等比较齐全。
外科方面可作石膏绷带术、外伤的清创与包

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来看，“１９０１年～１９２０

扎、截肢、脓肿切开、痔切除、阑尾切除、良性腹

年的２０年间，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势力发展最迅

部肿瘤切除、腹股沟疝修补术；产科方面可作死胎

猛的时期。”１２｜ｍ４７’而洛阳，基督教的内地会１８９０

钳牵引术、碎颅术、横位难产的腹内胎位同转术以

年才进入，信义会１９０７年才在洛阳行医、传教，天

及平产接生等。内、儿科的治疗以口服及皮下或肌

主教１９０８年才在洛阳建立教堂，时间上明显落后于

注药物为主，输液输血间或有之。灌肠、导尿、胸

东南沿海。或言之，洛阳是在全国基督教的传教高

腹腔穿刺抽液有时亦作。眼科多用自己配制的药

峰时期被卷进来的。从传入中国的教会来看，“到

物，可作倒睫手术等。

１９１８年，在中国活动的基督教各差会已超过１００

医院的门诊量每天平均１００人左右，最多时达

个，势力最大的是内地会。”１２Ｉ‘Ｐ２５８’而洛阳到１９３０

２００人。住院常有５０人左右。“医院对‘候诊教

年才有新教的三个教会，加上天主教，总共也只有

育’非常重视，常设专人讲解。所谓候诊教育，实

新老四个教派。从教徒数量上看，也明显落后于全

际上就是诊前的耶稣福音宣传，间或讲些卫生知

国发展水平。“据调查，自１９００年～１９２０年的２０年

识。医务人员在接触病人时，亦长谈宗教信仰，借

间。基督教徒自８万人发展到３６万人，增加了四倍

以传播宗教”。

多，教堂从３００余座增加到１万座，遍布中国战略要

天主教圣心医院创建于１９１０年。该医院１９３５年

地。”｜２Ｉ‘Ｐ２６１’天主教的增加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搬入新址——圣心医院。此时，除原有的内科、外

１９０１年～１９１８年，“前后不到２０年，教徒增加１２０

科以外，又增设眼科和手术室、化验室，开办病房

万”。Ｊ２Ｊ㈣４９’此外，洛阳的教会学校也是起步阶

２０余间，约６０张床位，病房分为三等。医院能开展

段，基本上是小学，仅有一所中学，慈善事业也仅

截肢、扩创、白内障切除、扁桃体摘除、腹部手术

限于孤儿院。

３．２教会开办的医院相对发达

和剖腹产等手术。医疗设备方面“有一台１５毫安的
Ｘ光机，一台手提式高压消毒器＂‘坩Ｊ，和其他手术器

在基督教传教的过程中，为了扩大教会的影

械、显微镜等，ｘ光机是当时豫西惟一的··台。在业

响，往往以行医为手段，吸引民众入教。洛阳信义

务方面能治疗黑热病、梅毒、肺结核、伤寒、尿毒

会的福音医院和天主教的圣心医院就是两个典型。

症、血丝虫病等，还能进行一些社会防疫工作。

这两个医院医疗设备相对齐全，医护人员基本上是

万方数据

西方医学是随着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洛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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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逐濒被洛阳人接受。“秀方医学的抟入，使西医

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逐步“汉化”，薄重巾国入的

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ｌＯ年＞，天

嫩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培养汉族的“精英”，做他

主教圣心医院的建立，标志着洛阳西医发展走出了

们的代理人，为他们服务。“清光绪三十三年（公

第一步。此后福音缀院等相继建立……这说明，西

元１９０７年），美国信义会传教士付以民来洛，在老

医已开始为人翻掰接受。”泌“黼７’

城敬事街边行医边传教。第一位信徒，也是第一一链

３．３基督教各派能调整关系，共同发展

中国牧师吴援润在东关兴隆街买地约６４ ７００ｍ２建教

基督教在洛阳传播的过程巾，为了避免焉序状

卷、牧师楼和医院。∥１５”１４０’吴玉锐是洛阳的殷实

态，消除对峙，教派之间能够耩互调适、“划连丽

察户，“据佟他是因爱入看病，在医院接受福蓊

治”。“１９０９年，荧国基督教信义会纽约麓会，派

的。并曾帮助美国人建设闸口街教堂，起初盖的礼

美籍传教士李约翰、付以明，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伦

拜堂很小，后来又拆除扩建，就是现存的东关闸朋

敦差会派瑞典传教士符壳勤、罗贯民先螽到洛，

餐教会内酶大藐拜堂”。

组成基督教洛阳公会。经教会内部谈判，洛阳以

内地会在洛阳传教也是先发展骨干力量，由骨

东包括洛阳东半部在内及偃师、孟津等，划归信

干再去发展信徒，如洛守县的情况就是这样。洛宁

义会传教区；洛阳以嚣包括秦、晋、豫亵郄分缝

“ｊｉ羲内遣会，１８９３年，东宋乡聂坟保基坡树张清

区为内地会传教区”。在实际传教中两派均能遵

磁，全家吸毒致贫，为谋生计，到山谣洪洞贩卖竹

守协定，在自己的区域中开展活动。如在偃师，

赞，时逢牧师席胜模以戒烟为名，传播基督教。张

两派静协议达盛戳震，“在馕簧萋麓瑞典内她会传

为戒烟两入教，返乡后劝家父和胞弟、亲邻好友戒

教人员撤离，基督教内地会假师公会，历八年而

烟入教，乡里为戒烟入教者其多。基督教迅速延至

结束。”…‘鸭３５’“基督新派（新教）在世界范围内

柏原、官庄、大宋、西岛、丈庄等村，渐及全县，

大约有２００多个教派，传入中溺靛大约有８０多个，

并影响到渑洮、宜阳一带……２０世纪初，瑞典罗爨

进入洛阳的教派为内地会、信义会、圣公会。三教

醚牧师来洛宁主持传教，并建立瑞华会。先戳张藏

派分别传入，建国前各教派联合礼拜自成体系，独

清家为教会活动点，后在老城租街房为会址，改名

立活动，但彼此并来矛盾发生。”１５ＨＰｌ３”“耨教方面

为‘晋、秦、豫联合会洛宁支会’”。ＩＪ４’后又授张

洛阳市虽然有三个不同的教派组织，僵不豫有些城

清正等五人为长老，在县城嚣ｊ乏建福膏堂，大力发

市复杂，彼此矛盾不大。解放前三个教派，尽管崇

展教徒，到１９４９年的时候，全县教徒已达８００余人。

拜仪式等有异，但基本上没有大的冲突。例如每逢
耗拜三，都在一起举行祷告会”。
在医院的经营中，基督教的福音医院和天主教

除在洛阻发展教徒以外，张清正还受内地会的委

派到附近鹩寂阳传教。“在ｌ蝤年，瑞典罗贯民教
士，由洛阳派华人弓顺道、张清正等到宜阳传道，

的圣心医院位置近在咫尺，双方在医药费的价格、

１９ｌＯ年在城东门里，设立教堂，由张消正主持”。

病房的设置、矫藉医护入员的工资等方面，基本上

３。５组织比较严密

保持～致，避免了两败俱伤的无谓竞争。当然

基督教在洛阳共有四个派别。在传教Ｉｆｌ均有自

他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中国传播福

己的比较严格的组织传教方式。内地会在洛阳发展

音，熏耶稣征服中国人的心爱。基督教蓊大派

褥院较早，遗芟源流是麸国西转播过来酶，抟到洛

别四个教派在洛阳交叉传教，历时近半个世纪

阳后，

无大的纷争，充分说明，他们在行动中步伐一

会’’’。１５Ｉ‘ｎ柚’该会是豫西地区内地会的领导机

致遗迈向既定的霾标一“要把异教国家麴每一

构，主要在洛阳戳西豹耨安、宣阳、洛宁等县传

个异教徒使之成为耶稣基督里的新人”。献Ⅲ７’

教。在各县建有教堂和支堂，设有会长、会正、牧

３．４注意培养和发展重点“代理人”

师、长老、执事等，由教发选举代表组织堂议会，

基督教文化秘孛国固有的文亿相比毕竟是异质
文化，为了在汉文化圈生根开花结果，外圜传教士

万方数据

“形成并建立了‘秦晋豫信义会洛阳分

处理教务，教产也由教友捐资办理。
信义会由美国基督教组织领导，下设“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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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分会、传道所。美国基督教组织在中国办有

１４ｌ曾友山．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ＩＺｌ．１９８６．

神学院，专门训练牧师。公会内部设有牧师、长

１５Ｉ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民族宗教志ＩＭＩ．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老、执事等。长老每三年改选一次”。１９Ｊ‘哺ｑ洛阳

１６ｌ新安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新安县志ＩＭｌ．郑州：河南人民

信义会下设偃师、登封两个公会。仅偃师公会下面

出版社．１９８９．

就有五个分会，八个堂区。

１７Ｉ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外事志ｌＭｌ．郑州：

天主教的组织在洛阳比新教更加严密，把洛阳

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１９９９．

教区划为三个总铎区：洛阳总铎区（设洛阳），偃

１８Ｉ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

师总铎区（设偃师老城），陕州总铎区（设陕州城

ＩＭ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北）。按天主教规定，主教管辖下属总堂，总堂的

１９Ｉ偃师县志编纂委员会．偃师县志ＩＭＩ．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２．

最高职务为总铎，总铎负责下属堂口工作，堂口的

１１０ｌ汝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汝阳县志ｌＭｌ．北京：三联书

最高职务为本堂。

店．１９９５．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洛阳近代的传播同然是在

１ｌｌＩ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教育志ＩＭｌ．郑
州：中州古籍出版弛，１９９５．

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做了许多伤害人们

１１２Ｉ洛阳地方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民政志ＩＭｌ．郑

思想感情的事情，但客观地看，基督教在洛阳的传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播，对洛阳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１１３ｌ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卫生志ＩＭｌ．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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