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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了扩大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新疆开设了医院、学校、孤儿院等
慈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参与ｒ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客观上对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
响。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近代的救助理念传人新疆，新疆社会救助呈现出近代化发展趋势；传教士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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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３～１９３８年，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传教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到新疆传教的西方传
教士主要来自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圣言会，基督教的瑞典传教公会和内地会等教会组织。为了传
播宗教，扩大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民众中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开设医院、学校、孤儿院等慈善机
构，参与临时性赈济等慈善形式，参与了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活动，客观上对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
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天主教传人新疆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１９世纪初①。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
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伊犁②，这是最早到新疆传教的天主教教会组织⑧。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荷兰籍神父石天基和比利时籍神父梁明德在伊宁（宁远）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案查

新疆教堂之设，实始于光绪十三年”④。随后，霍尔果斯（绥定）、玛纳斯、乌鲁木齐（迪化）及
呼图壁等地也相继建立天主教堂。圣母圣心会最初以伊犁地区的穆斯林群众为传教莺点，因传教效
果不理想，后来便转向在北疆地区的汉族和满族百姓中进行传教，

“入教者无分（非）旗人汉

人”⑤。
由于新疆独特的民族构成，加上难以实施“土地换教民”的传教策略⑥，圣母圣心会在新疆的
教务发展非常缓慢，教徒数量始终没有太大增长。据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７年）统计，玛纳斯天主

①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警心会新疆传教考述（１８８３～１９２２年）》，《两域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②第一批传教上共有三位，分别是戴格物（Ｄｅ

Ｄｅｋ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杨广道（Ｊａｎｓｅｎ Ａｎ“ｅｓ）和石天基（ｓｔｅｅｍ

ｅｍａｎ Ｊ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

③木拉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ｔｆｆ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ｌ期。
④土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５６，交涉四，天津博爱印托局．１９２３年，铅印本，第１２页。
⑤马大正等主编：《新疆乡土志稿》，全【闷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０页。
⑥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１８８３一１９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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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只有教徒“三十余人”①，乌鲁木齐（迪化）天主堂只有“奉教男女八十三人”②，伊宁（宁远）
天主堂只有“奉教男女八十余人”③。１９２２年，罗马教廷决定将新疆的教务活动交给德国圣言会接
管。圣言会接管新疆教区后，教徒数量有了增长。据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的调查，霍尔果斯
（绥定）天主堂有教徒“男女各２２人”④，宁远天主堂有“男女教徒１０７人”⑤，乌鲁木齐（迪化）

天主教教徒人数达３８６人⑥。天主教在新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最早到新疆的瑞典传教士是Ｎ．Ｆ．豪伊杰尔（Ｈｏｒｉｇｅｒ），他于１８９２年１月到达喀什⑦。１８９４年

２月，瑞典传教公会派出的第一批正式传教人员在拉尔斯·艾瑞克·豪格伯格（Ｒｅｖ Ｈｏｇｂｅｒｇ）的
带领下也到达喀什⑨，喀什成为瑞典传教团在新疆传教的“总据点”⑨。随后，传教士在莎车、疏
勒、疏附（即喀什噶尔汉城）、英吉莎等地先后设立传教点。到１９３８年，瑞典传教团在各传教点
的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⑩。最早的基督教教堂建于光绪三十（１９０４年）年，是由瑞典传教团的

七名传教士在喀什城北关建立的＠。传教团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传教对象，但在疏附也曾建立过一个
传教点，并“在那里的汉族人中进行传教活动”⑥。瑞典传教团的传教活动让“南疆七城都多少受
到影响”⑩。就信教人数而言，瑞典传教团的教务活动同样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真正“改信基督教

的人很少”⑩。在新疆传教的前２５年间，瑞典传教团所发展的教徒“不超过３０名”。后２０年情况
虽然有所好转，皈依的教徒“较多”，但也因此引起穆斯林群众的不满，认为传教士在维吾尔族中
传播基督教，是“玷污了伊斯兰教，诱导维吾尔人走向了邪路”＠。
胡进洁（Ｇｏｒｇｅ Ｈｕｎｔｅｒ）是第一位到新疆传教的内地会教士。他于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７日到达乌鲁
木齐，开辟了内地会在新疆的第一个传教点⑩。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３８年，在新疆活动过的内地会传教
士前后共有１３位，主要为英、美籍传教士。他们曾在乌鲁木齐、玛纳斯、阿勒泰、塔城、伊犁的
哈萨克、蒙古牧区以及南疆的阿克苏、喀什等地进行游历传教，其传教活动最终也失败了⑩。
１９３８年初，盛世才开始驱逐传教士，将所有教堂及财产充公。传教士有的离开新疆，有的被

①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５８，交涉６，第８页。
②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５８，交涉６，第８页。
③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５８，交涉６，第８页。‘

．

④新疆档案馆外事档案ｌ一２—３６１。
⑤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两域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⑥北京北堂遣使会包神父（ｊ—Ｍ．ＰｌａＩｌｃｈｅｔ）编：《中日传教》（１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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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ｄｕ

Ｊ印粕．北京，１９２５

年，第１０６页。
⑦［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２６７页。
⑧［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２６７页。
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喀什：１９８９年，第
１６０页。

⑩木拉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ｌ期。
⑧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５６，交涉４，第１２页。
⑩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王卫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３页。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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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木托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⑩
１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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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４８，ｐ．７３。盖群英、冯贵石：

《新疆的圣徒——乔治·亨特》，内地会，伦敦，Ｎｅｗｉｎｇｔｏｎ

Ｇｒｅｅｎ，

１９４８年，第７３页。
⑥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西域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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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逮捕。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告一段落。

二、传教士在新疆的慈善救助实践、
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认为能让穆斯林改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最好途径就是“开设诊疗所、
办学校、收养并教育儿童”①。因此举办医疗服务、设立教会学校和开办孤儿院成为社会常态下传
教士在新疆开展慈善救助的主要形式。
１．举办医疗服务。医疗事业是教会在中国创办最早，对传教最有利的一项慈善事业。早在
１８３４年美国派遣第一位传教士医生伯驾到中国活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要将医疗事业“作为福音

的婢女”②，意图通过在民间开展医疗救助活动，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传教士到新疆后，以各
传教点为依托，建立了附设于教堂的医院或诊疗所，开展医疗救助活动，以期在新疆人民面前树立
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传教活动服务。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到莎车时，注意到莎车的瑞典传教站早已有了医疗服务，既
有药房也有病床。那里有“一个配备齐全的药房，当地居民付很少的药费就町以从药房拿到药品，
那里有成套漂亮的、发着亮光的医疗器具，还备有常见病病人的免费病床”③。他在喀什还参观了
传教士赫伯特神父的诊所，看到“有３７个病人在小小的院子里等着看病……在两个昏暗的房间
里，躺着两个病人”④。
传教士日常的医疗诊治工作非常繁重，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人。天主教的梁明德神父在每天十
一时左右，“给有病的教徒或非教徒施诊施药，有时还到病人家中诊病”⑤，并为他们接种牛痘⑥。

内地会的传教士郎道尼兹·美斯再尔（即马慕杰，Ｐｅｒｃｙ Ｍａｔｈｅｒ），则“不分昼夜风雨，应诊一切病
症”⑦。他自己说：“这些天我工作的十分辛苦，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个小时，经常有病人在凌晨五点

来看病”⑧。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则对每天的病人数量之多进行了这样描述：“白天，我看到
病人和残疾人蜂拥进入医院大门”⑨。
由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尚不能较为准确地统计出有多少当地百姓接受过传教士的医疗服务，
但据《中华归主》的记载，仅在１９１９年，“喀什噶尔、莎车、汉城（即疏附县）、英吉莎等地的小
医院共收住院病人４０多人。各诊所治疗病人达１．２万人，宣教医师共出诊８６０次”＠。瑞典教会曾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１９０ｌ—１９２０》（中册），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５９页。
②顾长声：《传教十与近代中国》，上海：卜海人民ｆ｛ｊ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５页。
③马达汉：《马达汉两域考察日记》，王家骥泽，北京：中央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９页。
④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３６页。
⑤吉六：《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３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０３页。
⑥继鹿：《民初新疆大疫及当时医药Ｉ！生情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３辑），第１７５页。
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６辑），乌鲁
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６３页。
⑧

Ｍｉｌｄｒｅｄ Ｃａｂ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Ｆｒｅｎｃｈ：１１１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ｏｕ曲ｔｏｎ，１９３５，ｐ．１１０。盖群英、冯贵石：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一一Ｐｅｒｃｙ Ｍ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Ｃｅｎｔｍｌ

Ａｓｉ８，ｋｎｄｏｎ：Ｈｏｄｄｅｒ＆

《中亚的先驱——马慕杰》，伦敦，Ｈｏ（１ｄｅｒ＆ｓｔｏ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３５年，第

１１０页。

⑨［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５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司基督教事业统计１９０ｌ—１９２０》（中册），第５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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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评价传教团在新疆的传教活动，说他们“最成功的活动是治病”，而且“这类活动每年有增无
减”①。
除开设医院外，传教士还对当地人员开展医疗培训。他们“采取措施培训当地人员从事医疗

工作”②，并在“当地（莎车）招收工作人员３０名，主要是为当地百姓看病”⑧。由他们培训出来
的新疆早期的西医，“医术很高，深受人们尊重”④。
传教士在新疆的医疗救助活动，给当地居民就医提供了极大帮助，缓解了居民无处看病的困

难；他们将西方的医术、医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带到了新疆，对西医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推动
作用。
２．开办教会学校。开办教会学校是传教士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传教士到新

疆后，在建立传教点的同时也陆续开办了教会学校。乌鲁木齐、伊犁、玛纳斯、喀什、莎车、疏
附、英吉莎等地均有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新疆的教会学校只有小学，学制“从初小到高小”⑤。
宗教课程是教会学校的主课，由传教士讲授。此外，教会学校还配有汉文教师和维吾尔族教师。如
疏勒县的教会学校有“四个瑞典老师，三个维族老师，一名汉族老师”⑥。针对新疆穆斯林学生较

多的情况，教会学校聘请毛拉为学生讲授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学生们可以在毛拉的指导下学习
做一般的穆斯林祈祷”⑦，这使新疆的教会学校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色彩。显然，这是为了适应新
疆的实际情况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做法。
教会学校规模不一，学生人数差别很大。有的学校有学生“一百多名”⑧，如疏勒的福音堂；
有的学校只有学生１６名⑨，如疏附县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教徒子女、贫困家庭的子女以及教会收养的孤儿。教徒子女是教会学
校的主要生源。伊犁地区有天主教传教士办的学校“好几所……但是入教会学校的主要是那些基
督教徒的孩子”⑩。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是教会学校的重要生源之一。那些无力将孩子送到官办学校
读书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那儿（教会学校）去上学”⑩。因为在教会学校上学不仅“是免费

的，同时还有各种津贴”⑥。而人官办学堂学习，“总得有所花费”⑥。因此，在伊犁的天主教学校
中，除了教徒的孩子之外，学生“就几乎全是家境贫寒的人”⑩。瑞典传教团的教会学校，也主要

“召集汉网贫寒子弟”＠来学习。由教会收养的孤儿也集中在教会学校学习，“把流落民间的孤儿
收集到福音堂学文化”⑩。

①［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ｌ页。
②［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２６８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Ｉ页。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０页。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ｌ页。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ｌ页。
⑦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４９页。
⑧中闲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ｌ页。
⑨新疆档案馆外事档ｌ一２—３６ｌ。
⑩［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４页。
⑩（俄］尼·维·鲍戈弧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２３４页。
⑩（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困两部地区》，第２３４页。
⑩［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２３４页。
⑩［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２３４页。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ｌ一２—７４５。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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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注重为新疆的女童提供七学机会。近代，新疆官办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都不招收女
童入学，“所有这些（学堂）都是对男孩而言的。至于谈到女孩子，那么她们非但一无例外地受不
到教育，而且都是文盲。没有官立女子学堂”①。这种“不招女童入学”的状况在教会学校得到改
变。玛纳斯天主教学校最初就是专门针对女童设立的，“查属县东头工设有女学堂一所，亦系天主
堂分设于宦统三年正月二十日成立”②。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疏附县瑞典教会学校已招收女生８
名⑨。疏勒县瑞典教会学校，由于女生人数比较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女生班④。
教会学校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孤儿和女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和场所，使他们能在一定程
度上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这既反映了教会学校所强调的上帝赋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也使教会
学校的公益性质更为明显。
３．开设孤儿院。设立孤儿院也是传教士宗教慈善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传教士在新疆设
立孤儿院的记述并不多，但据记载，１９２０年时，莎车已有传教士设立的孤儿院一所，并已经“收
容了１２个回族儿童”。当时，还正在准备“筹划建设一个更大的孤儿院收容所”⑤。到１９３３年时，
莎车的孤儿院已增至两所，男女孤儿院各一所，每所孤儿院均有专人负责管理⑥，收留的孤儿人数
已经达到了１００名⑦。这两所孤儿院一直保留到１９３８年⑧。

三、宗教慈善救助与新疆社会的相互影响
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客观上对新疆社会救助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
响。在半个世纪的传教过程中，传教士将西方的近代救助理念传人新疆，使新疆的社会救助理念呈
现出近代化趋势；受新疆特殊的人文、历史条件的影响，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救助在这一过程中也呈
现出世俗化趋势。
１．救济理念一卜的近代化趋势。传统的社会救助活动以“养”为主，主要限于“施”，极少注
重对救助者谋生技能的培养。受西方近代救助理念影响，传教士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开始注重对
受助者个人能力的培养，使新疆的救助活动呈现出“施教并重”的趋势。
“施予”是社会救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施予”的主要对象是社会Ｉ二极度贫穷和处于
弱势的人群，如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与传统救助不同的是，传教士“施予”的对象已由传

统的施予对象扩大至社会大众。在教会医院，“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医院同样都给他们治病。来
的人中没有一个被拒绝”⑨。对于教徒，“施予”对象的大众化更加明显，“男女老少不分民族贫富
……看病不要钱”⑩。在教会学校里，一律实行的是免费入学。这些现象表明面向大众的免费医疗
和义务教育等蕴含近代社会救助理念的内容已在新疆社会初步显现。

①［俄］尼·维·鲍戈亚犬连斯基：《长城外的巾国西部地区》，第２２９页。
②新握档案馆外事档ｌ一２—９３０。
③新疆档案馆外事档ｌ一２—３６ｌ。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Ｉ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ｌ页。

⑤中闰社会科学院ｆｌ卜界宗教研究所：《中华门主——中１日基督教事、№统计１９０ｌ—１９２０》（中册），第５５２页。
⑥木提拉·黑尼亚提：《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常历史考》，《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４辑），第１６ｌ页。
⑨新疆档案馆政治档２—５一１４０，转引自木提托·黑尼亚提：《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冈建堂历史考》。
⑨［瑞典］贞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４页。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玛纳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玛纳斯文史资料》（第２辑），石河子：
石河子印刷厂，１９８６年，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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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予”的同时，传教士注重对受助者个人谋生技能的培训。教会学校中有专门的工艺学
习场所，用来培训学生的谋生技能，以达到使受助者最终能够自立的目的。瑞典传教团在莎车开办

了职业学校，该学校“有男生八人，女生七人，均授以有用的职业”①。他们“专门学习医术和毛
纺织技术”②。传教士对医务人员的培训，使实际的受益者由个人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是一种面向
整个社会层面的“造血型”救助，对新疆社会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
可见，传教士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蕴含了“施教并重”的近代救助理念，这种“施教并重”

的理念迥然有别于新疆官办社会救助机构以“养”为主的救助理念③，新疆社会救助出现了由
“重养轻教”向“施教并重”转化的趋势。传教士开展的宗教慈善救助是“施教并重”理念在新

疆社会救助中的具体实施，为新疆传统社会救助注入了近代化色彩。当然，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
新疆社会救助的近代化趋势要弱一些。
２．宗教救助的世俗化趋势。传教士在中国举办慈善事业的真正目的在于引人人教，“慈善事

业应以能利用引人人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④。进入２０世纪之后，慈善事业更是“必须以信教为
条件”⑤。在新疆，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烈抵制，传教工作十分不顺，“在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中进
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直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在劝说人们改信基督教方面，效果很差”⑥。如果坚
持以信教为前提，传教士根本无法在新疆立足。迫于情势，传教士们只能放弃以“信教”作为慈
善救助的前提，而将“努力主要集中在了医疗保健和教育上”⑦。
许多传教士同时兼有教士和医生的双重身份，“他们都是职业医生”⑧，这两种身份角色在传教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作为传教士，他们应履行传播基督福音的职责，但作为医生，他们又

必须面对病人的肉体痛苦。因此，尽管面Ｉ临的现实是“没有一个穆斯林愿意来受洗礼的”⑨，但传
教士们“仍然耐心地工作着”＠，坚持“为维吾尔穆斯林看病已经好长时间了”⑩。显然，这种做法
与传播基督福音的“教士”身份有一定差距，但与“医生”身份却是相符的。对新疆民众而言，
他们认同的是传教士“医生”身份，而非“教士”身份。从“医生”身份看，传教士受到百姓的
普遍尊敬。“我很高兴地看到，富有同情心的博士与他的可爱的夫人是如何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尊敬

的，他们成群结队地送来的补品堆成了小山，都是水果和糖块。”＠教会医院也“声名远扬”＠。从
“教士”身份看，传教士被百姓诅咒为“宗教贼”＠，

“当地人中不时地对他们有一股仇视的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１９０ｌ～１９２０》（中册），第５５２页。
②新疆档案馆外事档ｌ一２—３６２。
③何荣：《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④《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１８９９年，第４７页，转引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７５页。
⑤《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１８９９年，第４７页，转引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２７９
页。

⑥［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ｌ页。
⑦［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ｌ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２０》（中册），第５５２页。
⑨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３６页。
⑩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第４０页。
⑩马达汉：《马达汉两域考察甘记》，第３６页。
⑩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９５页。
⑩［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４页。
⑩［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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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①，传教团也受到袭击②。显然，新疆民众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医院，并非天主教或基督教。
在教会学校里，教士们除了给学生们讲授宗教知识外，还要担负起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
“学生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也是由他们负责”③。同时，教会学校“也向他们（学生）提供非宗教教

育”的智育课程，这些课程包括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④以及“自然”⑤。传教士还通过
教唱宗教歌曲的方式，让学生们接触到西方的音乐，“教师在教室摆一架脚踏钢琴……先用钢琴弹

出曲调，学生跟着调子唱经歌”⑥。教会学校出现了近代学校注重德育、智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
趋势。对于学生家长而言，他们不仅自己对天主教或基督教“并不热心”，同时也“害怕孩子们在
那儿信仰起基督教”⑦，真正能吸引百姓的并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而是教会学校提供的免费上学
机会。
可见，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活动最初是为了传教，但在新疆实际的传教过程中，其作用和影响却

早已超越了宗教本身的范畴，带有更多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促使传教士的宗教慈善向近代社会公
益事业逐步转化。这种转化一方面是由于新疆社会本身对天主教、基督教强烈地抵制，使传教士们
难以通过宗教慈善达到传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医疗事业、教育事业自身专业化发展的趋势所
致。

宗教慈善活动是西方传教士在新疆传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方传教士宗教活动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在如何评价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时，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认为传教士是殖民主义
势力的一部分⑧；二是认为传教士担当ｒ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与使者的角色⑨。这两种倾向都侧重

探讨传教士对新疆社会的单向影响，很少论及新疆社会本身对传教士活动的影响。
从社会救助的角度看，传教七与新疆社会的影响应是相瓦的，双向的。一方面，由于新疆社会
救助的不健全，为传教士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救助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士将西方的近代救济
理念传人新疆，使新疆的救济理念呈现出近代化趋势，推动了新疆社会救助的近代化；另一方面，
受新疆特殊人文、历史条件的影响，传教士慈善救助的宗教色彩日渐淡化，呈现出世俗化趋势，推

动了传教士宗教慈善救助向社会公益事业的转化。这种相互的、双向的影响在客观上对近代新疆社
会救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当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传教士的所有宗教慈善活动都是围绕着传教这一目的展开的，
也是为了传教这一日的服务的。这些宗教慈善活动是“一种间接的传道方式，与宣讲等直接传道
相比，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⑩。因此，我们在评价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救助时，不能将主观上的
传教目的与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割裂开来，否则，将会使问题的讨论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事
实。
责任编辑：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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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Mulati Heiniyati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世界宗教研究2005,""(1)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
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2.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 -西域研究2001,""(4)
本文考察了近代西方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情况.文中根据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对内地会乌鲁木齐传教点的创办时间、"瑞华内地会"与瑞
典传教团的区别、新疆内地会传教士的人数和往来情况、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圣经》的翻译和印刷以及内地会的活动性质等进行了辨析.

3.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 -西域研究2003,""(4)
本文主要研究了20世纪初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经历、他们的往来途径和在南北疆的传教活动情况,并根据外文史料和中文档案的对比,勘同了
传教士的中外文姓名.

4.期刊论文 郭益海.GUO Yihai 近代新疆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传教活动评述--兼评《中亚的先驱--马慕杰》 -新疆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4)
文章依据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有关传记资料对中国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在中国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情况以及少数民族基督教宣传册和<蒙英词典
>等编译情况作了首次比较全面的概述,对在中国新疆的内地会传教士的传教时间、经历做了一些新的界定,并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认为他们既有西方文化传播者的身份特征,同时又是符合西方殖民势力利益的一部分.

5.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 -西域研究2002,""(3)
本文研究了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圣言会传教士在北疆地区的活动历史.依据外事档案资料和外文史料,对伊宁、霍尔果斯、呼图壁、玛纳斯和乌鲁木
齐的天主堂的建立、发展及对各教堂的历任堂主、传教士到堂时间、教堂学校、医院、教堂地产和纳税情况作了考释,并对传教士因霸占土地而与当地人
民和政府发生的冲突进行了分析.

6.期刊论文 尹万才.Yin Wancai 近代新疆的基督教文教医药活动探析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1(6)
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在新疆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创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和医药事业,以此作为促进传教事业发展的助推剂.虽然传教士创办文教
医药事业的目的是借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但在客观上也对新疆地区文教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7.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 -新疆社会科学2002,""(3)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内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典虽未参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但瑞典教会却利用了由
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的条约开拓的这条道路,也派遣了他们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与整个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背景有其共同的
一面.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始于19世纪中叶,80年代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派遣传教士来华的高潮.喀什噶尔传教团是瑞典教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
多传教组织之一.这些传教士在喀什、莎车、疏附、疏勒和英吉沙等地建立了教堂,本文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传教团的建堂历史进行了以下考察.

8.期刊论文 张娟.陈四海 康熙皇帝与古钢琴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5(4)
古钢琴是一种欧洲乐器,明万历传入我国,但受到"宠爱"却是在康熙时.文章从康熙学习钢琴的初衷入手,并论述了康熙学习古钢琴的意义,以及组建西
洋乐队等几个问题.探讨了康熙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其局限性.

9.期刊论文 郭换平.龙开义.GUO Huan-ping.LONG Kai-yi 近代以来新疆基督教研究综述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2009,25(5)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之地,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主要开始于近代.对于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发展状况,很多学者都做过专门的研究.主要
从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目前基督教在新疆的分布以及传播等三个方面对以往学者的研究加以梳理,以期对未来的新疆基督教研
究提供新的思路.

10.期刊论文 从外国人游记中看近现代英俄两国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角逐 -黑龙江史志2009,""(22)
喀什,位于祖国边疆的西陲,因为它在新疆南部及整个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近代成为"探险家"、"考古学家"、"商人"、"传教士"等"必经"之地.他们
中的一些人写下了考察报告或亲身经历的游记、回忆录,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当时英俄两国对新疆喀什地区的侵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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