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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代中叶是四川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负责四川教务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强调造就耶

稣的忠实信徒，通过神父和会长对教徒进行双层监管，要求教徒遵守中国礼仪禁令，向教徒灌输宗教
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教徒的经济行为。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坚定教徒的宗教信仰，增加教会
的凝聚力和促进教会发展；另一方面其明显的保守和内敛特征实际上是意图割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政
治、文化和经济联系，从而造成民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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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是四川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ｌｉａｔ）管理四川天主教务。为了更好地

在这一时期，教会不仅在规模上日益壮大，而且

掌握四川省教务的实际情况，他和华籍神父李安

通过内部管理规范化成功地进行自我文化标签。

德等人对教区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其调查报告显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秦和平曾利用清廷档案和地

示四川教会已初具规模，川西南和川东北分别以

方史志，研究这一时期教会的传教方式、教徒状

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存在若干教徒社区，估计当

况和民教关系，为探讨近代四川教案的成因提供

时教徒共计约５０００至６０００人：成都地区有

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线索。但是从目前四川传教

２０００多人；江油６００人；涪州和毛坪３００人；

史研究的整体情况上看，由于国内缺失大量教会

重庆及其周边约有４００至５００人；长寿５００人；

史料，所以学界尚未专题探讨教会的内部管理方

江津５００人；叙定、长寿、资州约几百人；新都

式，尤其是教会如何对教徒施加影响，使他们逐

１００人；雅州府属的岷山１５０人；彭山约２００

步接受教会赋予的文化身份。有鉴于此，本文在

人。贞女方面，重庆有２、３名，下四乡有５名，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有关

双檬子有２名，涪州和毛坪有２名，圣宗坪有

资料和档案，钩陈索隐，展示清中叶巴黎外方传

３、４名，江油有４、５名。传道员方面，成都除

教会对四川教徒进行管理和精神改造的几个重要

了林常外，还有２名传道员；下四乡、双檬子、

侧面，指出教会为了造就耶稣的忠信者而力图割

长寿、圣宗坪、江油、重庆、彭山、岷山各有１

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虽

名。①教徒的活动虽然相对集中在几十个重要的

然坚定了教徒的信仰，加强教会的凝聚力并促进

传教点，但已超出重庆、成都两府，呈现向四川

其发展，但是这些保守和内敛的措施也造成了天

各府扩散的趋势。

主教社区的自我封闭，加剧了民教对立，为日后
剧烈的民教冲突深埋下导火索。
一、十八世纪中叶四川天主教会的状
况和教会对教徒的评价
十八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马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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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传教士始终认为教徒的变化仅限于量
的增长，而菲质的提高。“基督徒中真正好的不
足百人，大多数属于无知，祈祷中混杂迷信仪
式，极少参加宗教生活？”，“贞女的美德不能掩
盖其瑕疵”，ｏ“大多数教友身上仍有异教徒的印
记，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保留有人性的弱点”。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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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德在日记中说许多教徒“作风败坏，设立异

选，由于四川教徒多属同宗或同姓聚居，尤其是

教徒的牌位，举行迷信，从不祈祷。有的背教，

那些世代奉教的社区，推选出来的定点传道员往

有的走上堕落之途：酗酒，赌博”∞；“根本不知

往是“家族中的年长者”ｏ，因而会长的角色具

道天主，不懂得道成肉身，基督的救赎，灵魂不

有教会权力结构与中国宗法社会相结合的特色，

死～。徐德新（Ｄｕｆｒｅｓｓｅ）人川后，也说“老教

能对社区内的教徒产生更大的钳制影响力，在教

徒信仰坚定，但对福音传播缺少热忱。新教徒热

徒社区的管理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神父不在

衷于此，但有时却失去谨慎”，“他们爱钱，从不

时，各教徒社区的管理工作就落在会长身上。会

尊重其他人的财产，商人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使

长根据传道员守则，洁身自好，秉承神父旨意，

用了几乎与异教徒一样的手段。他们的德行有待

利用自己在宗族中的威信，讲解教理，维系教

提高。他们怯弱而且抵挡不住引诱，甚至做忏悔

徒，主持社区１３常宗教生活，督促教徒听取教理

时也缺少真诚”＠。面对种种问题，巴黎外方传

宣讲、做忏悔、行告解和临终圣事，时刻密切注

教会决心对教徒进行彻底改造。

意教徒的动向，调节教徒群体的内部矛盾，解决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对教徒的改造和管理
对于教会而言，教徒的素质是教会发展的重
要保证。为了提高教徒的信德，造就真正的“十
字架上的耶稣”的忠信者，巴黎外方传教会正式
接管四川天主教务后，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通

社区一切事务，使教徒社区在禁教时期也能正常
运作。因此神父和会长，一个巡回检查，一个定
点宣讲，成为监督教徒活动的两只眼睛，使教会
对教徒的各种行为要求得到真正落实。
（二）积极推行中国礼仪禁令，割裂教徒与
原有文化习俗的联系

过神父和会长加强对教徒的监督、管理，从文化

巴黎外方传教会人华后一直竭力反对中国礼

习俗、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等方面对教徒进行改

仪，视此为“关系到教会整体影响”⑨的原则性

头换面。
（一）神父和会长的双重监督

问题，因此是否遵守罗马的礼仪禁令成为衡量教
徒忠于教会的标准。

清代中叶，清政府严厉禁教，但是四川教区

穆天尺管理四川教务时期，由于康雍朝禁教

的教务运作却并未因此脱离天主教会的权力框架

风声正紧，教徒分散各处，无法有效管理，所以

范围，教区神职人员按教阶由高到低分为主教、

仅在１７４０年１０月１２日颁布了六条指导教徒行

辅理主教和神父（外籍传教士和华籍神父）。主

为的一般性规则，禁止教徒父母与子女同床而

教是教区的最高宗教首脑，由辅理主教协助，总

眠、提倡节俭、教导新教徒和子女以及废除与天

管教区事务。神父是教区的基层管理人员，直接

主教义相抵触的神位牌等ｏ。马青山认为正是因

监管教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和行为。

为对教徒的要求过于宽松，才部分地导致了教徒

为了加强对教徒的管理，教会要求神父不断

信德不佳，所以他接管四川教务后，第一件事就

巡访教徒社区，宣传教理，强化教徒的宗教信

是表明他对中国礼仪的立场。马青山先后在

念，使教徒对教会产生归属感。主教傅方济在致

１７４４年１０月９日和１７４５年８月１２日发布两次

总会德斯库尔维耶神父（Ｄｅｓｃｏｕｒｖｉｅｒｅｓ）的信中

宗座代牧令，明确要求教徒遵守中国礼仪禁令，

说：“为了教导教徒，必须像他们刚刚皈依基督

并制订了婚嫁、办理和参加丧葬礼的若干规定，

教主义那样从头开始，喋喋不休、不分时候地唠

“命令教徒必须按天主教仪式行葬礼，如有异教

叨那些长篇大论，在任何场合通过教理讲解来强

徒参加天主教徒的葬礼，务必要求他们不能做出

化教会的映像、训令、告解和圣体圣事。，，。此外

具有迷信性质的礼节；允许在葬礼中使用纯世俗

由于教区地域广阔、传教点分散和神父人手不足

礼仪，如布置灵堂，为死者换裳、人殓、保存遗

等客观因素，教会组织传道员（分定点传道员，

照和在某特定地点刻上死者的姓名和封号；禁止

也称会长和巡回传道员）这一辅助性的教务管理

为临终者盥洗，接临终者的最后一口气，向尸体

基层，进一步加强对教徒的监督。巡回传道员由

行叩头礼，以异教徒的方式烧香点烛、献花、献

神父根据教徒的信德及其教理认识程度进行选

酒和献肉，在棺木前摆放灵牌，跪拜和保存灵

拔，其主要任务是跟随外籍传教士四处宣教，皈

牌，象异教徒一样上坟跪拜、分吃祭品和烧冥币

化异教徒。会长则由社区内的天主教徒共同推

等等。”＠婚姻方面，提倡婚姻自由，禁止订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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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禁止女方在未婚嫁前入住男方家中，禁止嫁

容直接或间接涉及宗教教育和教会圣事的已在欧

娶异教徒，除非原来不信教的一方愿意皈依天主

洲刊行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在（四川）教区内传

教，并制定一系列天主教婚嫁仪式ｏ。１８０３年四

播”ｏ。于是四川教会加大对书籍编写、翻译和

川教务会议章程还规定教徒的婚礼还需由神父主

出版的投入，传教士都积极参与教理书籍的编

持，并接受神父的祝福。除此之外，教会禁止一

撰。冯若望编写了《炼狱》和《效仿基督耶稣》；

切与中国礼仪禁令和基督教义相违背的行为。政

梅神父（Ｍｏｙｅ）编写了《圣女六十三年祈祷》

治生活方面，教徒不能考取功名，也不能出任公

（１７８１年初版）、《天国之路》、《十字架之路》、

职。日常生活中，教徒不能购买建有偶像庙宇的

《主受荆冠三十三默思》、《玫瑰经十五秘密默思》

土地，如果已购买，就必须改做其它用途；不能

和《父母与子女的相互义务》；刘翰墨（Ｈａｍｅｌ）

参与派分祭品和修建偶像庙宇；不可赎回被征去

撰写过《虔诚参加弥撒的方法》和一本供修生使

代替祭祀摊派物的物品。择业和从商方面，教徒

用的神学要义＠。据教会统计，１７７５年，书籍出

不可从事任何可能涉及迷信活动的职业，如印刷

版费为１２０两，１７７７年增加到２００两ｏ，随后

业、雕刻和雕塑业；从商的教徒不能将香烛买给

“六年间，这一花费已高达５０００里弗以上。”ｏ书

异教徒；水泥匠不能参与修建偶像庙宇；开旅馆

籍出版后，基本上免费派给教徒，经过神父和传

的教徒不能将房间租给教外人搞迷信活动；教徒

道员的讲解，其中部分教理深人人心，确实对建

不能祭祖，不能保存祖先灵位牌ｏ。

立教徒的信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规定制订出来后，被历任四川代牧奉为

其次，督促教徒按时参加宗教生活。

信条。１７９５年交趾代牧德贝艾纳主教（Ｍｇｒ．

教会要求教徒每天早晚都必须参加祈祷，唱

Ｂ６ｈａｉｎｅ）曾建议宽容天主教徒跪拜

诵圣母经和天主经，周日和节假日必须按正式的

去世的父母，就遭到当时的四川代牧冯若望（ｄｅ

天主教仪式参加弥撒，向神父忏悔，请求宽恕。

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ｔｉｎ）的强烈反对。由于传教士的坚

神父缺席时，则由会长代替朗读福音书，勉励教

持，这些规定也就成为四川教徒的行为指南，对

徒，带领教徒祈祷。为使教徒敬爱耶稣，教会甚

于违反规定的教徒，传教士都会竭力说服纠正，

至在教徒领圣餐前，特别为他们增加了一段由穆

傅方济就曾劝说一老教徒“废弃与迷信有关的物

天尺撰写后经梅神父修改的祈祷文。在各种宗教

品”＠。

节日，教徒都必须参加弥撒，如果连续两次以上

Ｐｉａｎｇｅａｕ ｄｅ

（三）解决信仰无知问题，加强对教徒进行
宗教思想灌输，促使教徒认同新的宗教文化身份
首先，不惜金钱，出版和翻译大量教理书
籍，向教徒灌输基本教理。

不参加，神父或会长就会过问。教徒受洗后，需
由神父施振坚，还要守斋，死后受临终涂油礼。
严厉禁教时期，教会为避人耳目，曾对某些
宗教仪式做过一些随乡入俗式的修改。如由于白

中国礼仪之争后，许多宗教书籍都禁止在华

莲教徒也守斋，为示区别，以免在清政府打击邪

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四川教会除对以前出版过

教时受到牵连，傅方济同意在特殊情况下教徒可

的书籍进行整理重新外，还自行编写新的教理书

在斋戒期内吃肉；为了避免教徒聚集引起官府的

籍，向教徒解释参与圣事的意义，同时积极向罗

注意，１７９６年，教会同意部分家离教堂路途遥

马申请松弛宗教书籍出版的禁令。

远的教徒可免于参加周日弥撒。但这些都是在不

李安德在日记中说应傅方济的要求，他“全

得以的情况下做出的暂时性让步，一旦风向变

心投入到修理残损的教理书籍－Ｏ，１７４０年起，

化，教会又会重新要求教徒执行原来的规定。以

他着手翻译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教理，编辑祈祷

女教徒的临终涂油礼为例，传教初期，传教士因

集，撰写十诫、教会四教规、七罪错、圣体圣血

害怕触及中国男女之间的习俗禁忌而做出变通，

’圣事和忏悔圣事的简短解释，将弥撒常规经、弥

不在女死者腰部涂油，而是涂在脚踝上，但到了

撒经书附录和经文从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并写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四川打教风声转缓，

了护教书籍《三教要旨》，挑战中国三大传统宗

徐德新就在１８０３年的四川教务会议上坚决地取

教，直陈基督教义的真理。

消原有的做法。

１７７７年１月３日，罗马同意在四川Ｉ全体神
职人员的讨论和传信部的审查下，“可将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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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树立教区纪律，对违规教徒进行适度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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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规定，教徒如果做出违背基督教义的行

害怕操没家财而背教，即强制他们交纳大量捐

为，如姘居、放高利贷、抢劫、行巫术、伪造假

献；如果因害怕受刑而背教的，即强制他们斋

币和背教等，一旦得到证实，必须受到处罚，严

戒；如果因对教义生疏而背教者，即要求他们反

重者可能被逐出教会，轻者进行苦行赎罪或忏

复诵读祈祷文。’’。

悔。苦行赎罪包括禁止在祈祷室内参加弥撒，在

总的来说，教会对教徒进行处罚时既强调严

神父或传道员面前接受鞭苔，禁止领圣体，多次

厉，同时又考虑客观情况给予悔改自信的机会。

当众告解忏悔，最后才由其他教徒向神请求宽

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树立教会的权威，又让教徒

恕。教徒郭路加因伪造假币被白日升处以不得进

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同时网罗其他教徒的人心。

入祈祷室的惩罚，并接受鞭打和当众忏悔；传道

（四）约束教徒的某些经济行为

员兰西满因贪污传教经费也受到相似的处罚；

清代康雍乾盛世，商贾往来，贸易发达。传

１７５４年，下四乡的周约瑟因为污辱神父和与教

教士在川活动期间，有感于四川商业借贷行业的

外女子姘居而被李安德命令当众宣读悔改

高度发达程度，同时又对抵押贷款中存在的高利

声明ｏ。

贷现象深恶痛绝。他们指出当地的借贷利率高达

在传教士处理的过错中，背教是最为棘手

每年３０％，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利率更是超过

的。清代，四川教徒背教现象普遍。传教初期，

５０％ｏ，由此断定“中国人道德败坏”，尤其是

马青山对教徒要求严格，对背教者一律开除教

在金钱方面，

籍。李安德比较温和，一般只要求他们当众告解

营～，“大部分中国人对金钱的执迷不悟正是他

或戒酒、斋戒一段时间ｏ。随着清政府禁教措施

们堕入地狱的原因。’’。对于生活在这种商业环境

“唯利是图，罔顾公义，善于钻

日趋严厉，传教士逐步理解教徒背教原因之复

中的天主教徒，传教士认为要提高他们的信德，

杂，认为一刀切开除背教者并不利于教会发展。

需要改造他们的金钱观，如有可能，还要尽量减

傅方济曾向传教士做出如下指示：“从心里离开

少他们与教外人的经济联系。

教会者，不仅从不参加圣事，而且重操迷信行

１７８１年８月２４日，罗马据传教士的叙述，

为，绝不能让他再回到教会；只因胆怯没参加宗

致函四ＪＩＩ代牧，界定不动产抵押协议是非法的，

教生活者，至少他们能适应宗教生活，有时做做

其他借贷协议则要传教士依据个案，“视时问、

祈祷，可以鼓励他们回归宗教组织；我所说的半

地点和人物，确定其合法性。’’。按照这一指示，

背教者，即是那些在官府结具悔改书为自己开脱

傅方济下令严禁教徒参与有高利贷嫌疑的借贷活

的人，…．教友们应该以仁爱和温和之心对待他

动，尤其是不动产抵押贷款。在利息退回问题

们，弄清楚他们背教的原因～。辅理主教冯若

上，罗马没有明确回复，傅方济考虑到追究的实

望也认为，“背教现象非常普遍，但并不是人们

际难度和过分严苛可能会造成教徒弃教，主张对

所形容的那样严重，尤其是在中国。确实，试想

于既成事实的贷款合约概不追究，只要皈依天主

一个性格软弱的人，被施以酷刑，为了自保，难

教的债权人终止合约，就不必退回已经获得的利

免说出一些含糊其词的话。，，。１７７７年４月，传信

息，冯若望也赞同基于诚信的协议无须退回利

部根据传教士的描述，建议传教士“以适当的方

息。但梅神父则坚决要求川东教徒债权人必须退

式处理背教者的公开告解，按照本笃十三世

回土地抵押方已交的利息，否则拒绝给予宽恕，

１７２５年１１月２９日所立的规定，免去背教者做

不予参加教会的一切圣事。

六个月告解的处罚，只要求做一次公开悔罪。”ｏ

除土地抵押外，当时四川Ｉ还普遍存在一些称

不过背教作为一项严重的过错，仍难以得到传教

为“银会”或“米会”的民间经济组织，类似现

士的轻易宽恕。傅方济要求背教者接受禁止参加

在的集资活动。对于这类经济组织，教廷曾在

告解圣事一年和教徒集会半年的处罚。梅神父命

１８１５年致信四川代牧，认为“如此协议似乎不

令背教者每周斋戒两次，在教徒大会上做公开告

存在需要谴责之处”国，但传教士仍普遍相信这

解，禁止参加弥撒和领圣体，经过半年的考察才

类组织涉嫌高利贷，因此也禁止教徒发起或参与

能获得宽恕。冯若望担任代牧期间，背教者根据

这类组织。

其悔教原因接受相应的处罚，“有的只需当众表

为了尽量减少教徒与教外群众的经济接触，

示收回此前的悔教言语即可；富有教徒如果是因

教会甚至出资购买土地，供教徒耕种。１７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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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以北教徒的人数猛增，在土地租赁上与教外

母的信中说：“我们不知道皈依的最主要原因是

群众产生了不少纷争，冯若望遂向总会提议在地

什么，神平素所采用的方法在这里是如此的不起

价相对便宜的山区购地，用来收容教徒和拯救灵

作用，因此我们只能说：在某一城市或地区，只

魂。１７８１年至１７８２年问，教会首先在雅州府属

要有异教徒慕道或拥抱宗教，布道是肯定起了作

天全州一带的山区购买了几个山头，安排２００名

用的，但通常而言也并不只是崇高的布道和堂皇

教徒在那里耕种ｏ。随后教会通过购买和教徒捐

的理由，许多质朴的新教徒，受教导不多，不懂

赠等方式在川获得了不少土地和财产，用于安置

创造财富，几乎或完全是文盲，但却非常热忱，

教徒或发展教会事业。如徐德新曾“在金堂购得

他们以自身的一举一动而非夸夸其谈进行传

一长６０尺、宽３３尺的小块土地，用于种植葡

道。’’。１８０４年１０月１１日，徐德新又在写给总会

萄，生产做弥撒所需的葡萄酒”；落壤沟一虔诚

的信中肯定教徒在付洗儿童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寡妇和江津教徒都曾向教会捐赠；１８０２年，教

正因如此，清代中叶虽然屡屡禁教，但教徒

会又用１０００两银在江油购得了大片土地ｏ。到

社区照样繁衍，教会照样发展壮大。教徒在信仰

了近代，最引人注意的大宗教产有彭县白鹿场天

认同的基础上，相互联姻，以同姓或同宗聚居，

主堂的１００００余亩土地和彭山的１０００余亩田

在教会的扶持下形成一些经济上相对独立的教徒

产§。在这些教产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个新的天

社区或教徒村庄，并通过宗族中某支子系的迁移

主教徒社区。

和繁衍而进一步扩大并遍及四川全省。据徐德新
三、管理的实质和后果

统计，１８０４年，全川此类教徒社区已有４６１个，
其中川东１１４个，川西１７２个，川北４３个，川

上述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四川天主教徒进行管

南１３２个＠；１８０９年，又进一步增加到５２９

理和改造的种种措施，得到１８０３年四川首届教

个＠。教会则以教徒社区为基地，开展慈善事

务会议的确认，列入章程之中，成为教会内部管

业，创办修院和言经学校，发展传教新生力量。

理规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确实，这些措施有利

１８０５年，各社区共建言经男校２９所，女校４２

于坚定教徒的宗教信仰，提高他们的信德，增强

所；１８１０年，男女学校各达到５０所和５７所；

教会的向心力；但究其实质，这些具有明显的保

华籍神父从１７７０年的３名增加到１８１４年的２５

守和内敛特点的条条框框，其真实意图是从政

人。传教力量的增长进一步推动宣教事业的发

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割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

展，神职人员的增加则更有效地约束教徒和进行

联系，按教会的要求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因

宣教，开辟新的传教点，延续教会火种。正是这

此其后果是双面的。

样环环相扣，齐头并进，四川天主教会在十九世

（一）增强教会的凝聚力，促进天主教社区
的扩大和教会的发展

纪初发展到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据统计，１７８４
年，四川教徒就达到１５０００人；１７９３至１８０１年

四川绝大多数教徒出身低微甚至游离于社会

间，人数再度从约２００００入增加到３７０００人；

边缘，受到当地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他们投靠

１８０９年，又跃升到５６１６５人。从１７８８年起，每

教会，从教义中寻找精神慰藉。宗教仪式的强化

年几乎都有２０００人到神父或传道员处听取教理

和教义的宣传使教徒之间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认

讲解，受洗人数接近３０００人，某些年份甚至达

同，教徒对教会产生了明显的归属感，教徒社区

到４０００人以上，如１８０５年就有４２０３人＠。徐

中出现了不少信教的中坚分子。１７９８年９月徐

德新（Ｄｅｓｆｒｕｓｓｅ）主持教务期间，四ＪＩＩ天主教

德新在写给总会主管肖蒙神父（Ｐ．Ｃｈａｕｍｏｎｔ）

徒已经占全国的２６％，居各省第一位国。

的信中就称“如今所有教徒，不论新的还是老
的，都公开宗教信仰。’’。嘉道朝禁教期间，不少

（二）造成民教分离，为近代民教冲突深埋
下导火索

教徒，如刘嗣坤一族和袁在德、何深海等人，亦

从另一角度看，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四川教徒

或顶风传教，暗中发展，亦或表面悔改，一旦风

的管理和改造措施具有明显的自我封闭特征。首

向变化，就重操信仰，便是有力的例证。

先教会通过管理规范化在教徒社区内缔造了严密

此外，教徒信德提高，也容易对周边的人群

的组织结构，天主教社区的运作通过严格的教阶

产生感染力，吸引更多人人教。徐德新在写致其

制度和家长制度的相互结合来维持，自上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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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四川天主教徒的管理和改造

权利架构使教徒更多地听命于教会神职人员，而

１８１０年，渠县奉教人数骤增，教外群众向官府

非地方行政当局；其次教会督促教徒参与宗教圣

告发。不久，川督常明就奉朝廷之命，拉开了清

事等于要他们彻底与其原有的文化根源割裂，强

代中叶最严厉、最彻底的反教运动的序幕。运动

化教徒间信仰的认同；此外教会有意促成教徒的

过后，巴黎外方传教会仍坚持原有管理教徒的方

经济互助关系，使教徒社区能够在社会的大环境

式，这种割裂民教关系的做法必然为近代爆发大

中自我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体系，尤其是

规模民教对抗深埋下导火线。
（责任编辑：林庆华）

那些为躲避查禁而听从教会的安排集体迁移到偏
远山区的教徒，他们所组成的教徒村落更是在政
治和经济上与外界失去必要的联系。这样的管理

①②③④⑩ｏ⑨⑩＠ｏ④ｏ⑦Ａ．Ｌａｕｎａｙ．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

实际上加剧了教徒索群离居的生活状况，在利害
趋同的现实和对未来祸福的共同预测的基础上，

２０９，１７９，３４７，４８８，５３５，４４９，４７７，５５６．５３６，
５４０．５２１——５２２．

教徒之间相互联姻，强化了以同姓或同宗群聚的
居住方式，因此十八世纪下半叶，教徒人数不断

④◎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ｄｅｓ．ＵＲｅ
Ｂｒｏｕｗｅｒ

ｅｔ

Ｃｉｅ。１９４２：１２１，２５．

⑤⑩Ａｎｄｒ６ 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教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以有血缘关系的教徒社
区的复制的特点。

ｇｒａｎｄｅｄｍｅ ｓａｃｅｒｄｏ－

ｔａｌｅｌ ｌｅ ｐｒ＆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Ａｎｄｒ６ Ｌｙ，Ｐａｒｉｓ：Ｄｅｃｌｅｅ ｄｅ

增加，分布地域扩大，但教徒不是以个体的形式
散落于民众之中，而是相对趋向集中，四川天主

Ｃｈｉ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ｕ Ｓｅ—Ｔｃｈｏａｎ Ｖｏｌ

１，Ｐａｒｉｓ：Ｔ∈ｑｕｉ。１９２０：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６——２０９，

ｅｔ

ｄ’Ａｎｄｒ６ Ｌｙｌ ｐｒ＆ｅ ｅｈｉｎｏｉｓ。

ｎｏｔａｉｒｅ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ｑｕｅ，１７４６——１７６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Ｎａｚａｒｅｔｈ，１９２４：２４５，４６６．

⑥Ａ．Ｍ．Ｅ．，（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ＶＯｌ
１０６４．

Ｐ．

一个个孤立的天主教徒社区，因其宗教文化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

ｌａ

１２５０，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ｅ．

２８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１８０４．

身份的独特与主流文化社会隔绝，成为中华“帝

⑦Ａ．Ｍ．Ｅ．，ＶＯｌ

国汪洋中的孤岛”。教徒难以融入主流文化社
会，教外群众自然无法理解教徒的所作所为，经

⑧⑨⑩⑩⑩ｏ⑦④⑦＠＠＠Ａ．Ｌａｕｎａｙ．ＨｉｓＩ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

常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清代中叶，排教现象

不只是几个老社区的三、四个传教点才有这样的
情况，几乎到处，群众都因害怕教徒可能在冲突
中倒戈而拒绝教徒加入民勇。他们甚至以此为借
口要求官府驱逐教徒ｏ Ｊ＇’Ｏ
对于清政府而言，湖广移民填川时期，民众
的大规模迁移本身就存在不安定因素，“山深林

Ｃｈｉ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ｕ Ｓｅ～Ｔｃｈｏａｎ Ｖｏｌ

２，Ｐａｒｉｓ：Ｔ６ｑｕｉ．１９２０：３０９，２１１，３３４—３３６，

已相当普遍，民教冲突渐显倪端，常有民众向官
府告发教徒。冯若望在致总会的信中提到，“并

４３７，Ｐ．８２３．Ｌ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Ｐｏｔｔｉｅｒ ａ

Ｄｅｓｅｏｕｒｖｉ６ｒｅｓ。１５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１７７８．

２９９，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７．３０２——３０３，１９９，１０４。１００
——１０１，２５６，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 ９８——１００

ｏ

Ｌ．Ｇｕｉｏｔ．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ｕ
ｓｉ６ｅｌｅ：ｖｉｅ

ｅｔ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

ａｐｏｓｔｏｌａｔ ｄｅ

ａｎ

ＸＶＩＩＩｍｅ

Ｍｇｒ．Ｐｏｔｔｉｅｒ，Ｐａｒｉｓ：

Ｔ６ｑｕｉ，１８９２：３１０

⑦Ａ．Ｍ．Ｅ．，ｖ０１４３７，ＰＰ．８２６—８２７，Ｉ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Ｐｏｔｔｉｅｒ丘Ｄｅｓｅｏｕｒｖｉ６ｒｅｓ，１５ ｏｅｔｏｂｒｅ １７７８

ｏ Ａ．Ｍ．Ｅ．，ｖ０１４４８，Ｐ．４７５，Ｉｅｔｔｒ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Ａｕｂｉｎ。１５

ｄｅ

Ｓａｉｎ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７９３

⑦Ａ．Ｍ．Ｅ．，ｖ０１４３７，Ｐ．８３４，１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Ｐｏｔｔｉｅｒ ａ

Ｄｅｓｅｏｕｒｖｉｅｒｅｓ，１５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１７７８

密，五方杂处，其间良莠互淆，最易藏奸”。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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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邪害正”，“任意蔓延，殊为风俗人心之害，
并恐积而愈众，滋生事端”ｏ。事实上，巴黎外
方传教会也认识到这一内敛式管理带来的弊端，
但是传教会自从决定谴责中国礼仪之日起，便陷
人纯教理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的泥潭，无法
自拔。
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四川天主教会越
是发展，教外群众反教的情绪就越高涨，十九世
纪初，教会发展到巅峰，艰苦时期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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