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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晌述略
。韩小林
（嘉应学院政法系，广东梅州５１４０１５）
［摘要］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客末地区目其特殊的地理住王和人文薜境，成为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发
晨砷童要地珏。西方索教传入粤东客末地区，进一步彀化了当地的杜套矛盾，羁时，他们也创办了一系列近
代化的学棱，传播丁近代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曲粤东客家地区乃
至整十广东的社鲁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首献．西方传教士又把粤末地区的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各珥，在
加强中西文化史藏和了解方面赶到了桥巢和扭带的作用。
［关■词］西方教奢，天主教｝基ｆ教；粤末客察地区
［中田分类号］Ｂ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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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客家地区毗邻赣、闺两省，前接珠江流域地区

和平、连平等９个县的教会，由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

和潮汕平原，是广东相对封闭的、商品经挤较为落后的

经管，指派美籍福尔德神父和胨神父主持嘉应救区的工

地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着在东方的不断扩张，特别是

作。这段时期，垒教区有救徒４ Ｏｏｏ人，教堂１０闻，小堂

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逐渐丧失，

３７间，小学１１所。１９２９年嘉应教医升为“监牧区”，１９３５

国门洞开，闭关填目的中国也被迫纳入整个世界资本主

年升为“代牧区”ｔ福尔穗神父任代被区主教。自从嘉应

义的势力范围，使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

教区成立以后，天主教在粤东窨家地区迅速传播和发

面都探深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

展，最多时救徒人数多这１．６万多人．在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西方教会势力也得到不断拓

闻，矗应教区有天主教堂２３座、祈祷所１２阃，并燕立了

展，粤东客家地区也不例外。而且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女佳院、小学、儿童道理班、露蕾圣母青年会等．直至４０

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使粤东客家地区成为西方教会势力

年代末，嘉应教区有神父、修女５１人，其中美籍２７人，

发展的重要地区。本文拟对近代西方教台在粤东客家地

法籍２人，中国籍２２人，教堂２９问，祈祷公所２０多妊，

区的传播和影响作粗略的探讨．

圣约瑟管道院ｌ间，女謦道院６间，教会中学１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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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西方天主教大概于明末传人闽西地区，清
；代嘉庆末年，夭主教传人丰顺县境。当时丰顺

６所，识字班４个，施势处７个，织布厂１间，单车店１
间。跚。’２３—８２‘’

０．～·埔寨茅园村妇杨氏因几生病，到揭阳大洋（夸

基督教于清朝成丰年问传人粤东地区。清朝威丰二

揭西县境内）天主教石神甫处求医，因而信教。后橱氏通

年（公元１８５２年）基督教开始传人粤东客家地区。传人

过亲戚将天主教传至大罗、邓屋寨、石门池、柑目等

粤东客家地区的基督教主要包括祟真会、爱信会、长老

处。［】”””清朝道光年间，天主教传人粤东客隶的中心地

会、安息会、聚会处、真耶稣会等６十教派。至１９４９年，

区一一嘉应州ｆ光绪年间再传人闽西。１８４４年归侨天主

梅州地区共有基督教教堂６０间．教徒１ｌ ４９２人，隶属于

教徒吴东在梅县城东书院开始传教，１８５０年由｛ＩＩＩ头教区

瑞士巴色传教会。

派法国籍李神父到梅县建立第一个析祷质ｔ这是近代西

基督救祟真会救徒张复兴，在香港拣札入教后，咸

方天主教传人粤东客家地区的开始。戚丰年间，薷岭天

丰二年（公元１８５２年）回到其家乡五华县大田樟树村传

主教徒曾桂英到福建省武平县棚下乡设立“诵经所”，天

教，这是近代西方基督教首次传人粤东客家地区。１８７７

主教再次传人闽西地区．随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

年，五华县基蕾教教徒梁启明来到梅县传教。１８８７年ｔ瑞

汕头设立“嘉应州天主教教会”，１９２５年升格设立为“嘉

士牧师屈能伸到梅县主持教会，然后再发展到必宁、蕉

应救区”，管辖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大埔、龙川、

岭等地。到１９４９年，五华县有祟真会教堂２３座，宣道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一１２～０１
［作者简介］韩小林（１９６４～）．男，四川岳他人，寡应学院政法系．剐教授

１１０～

万方数据

３间．教徒５ ４７５人，占梅州祟真会教派教徒总数的

行传教。这是近代西方宗教在粤东客家地区传播的一个

７０％．梅县有祟真会区堂ｌ妊，支堂２处和南口、白宫、

显著特点。如２０世纪初在兴宁坪塘设立的基督教堂和

西阳、莲塘等宣道所．在兴宁的坪塘、沙坪、罗岗、罗浮、

神科学院，其教徒及教员的文化素养都很高．神科学院

岗背、黄驶、大坪、兴城、水口、陂坭、龙田、石马、新驶、叶
塘等地先后建立教堂１４座，教徒１ ０００多人；１８９８年，

的教师，当然都是基督教教徒，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当

蕉岭县城建教堂１座．口］【ｎ“’

才，主讲《四书五经）｝刘思源，广东和平县人，毕业于北

时在神科学院先后任救的中国教师有：罗斧月，晚清秀

基督教浸信会是１８９０年美国传救士甘武夫妇最早

平燕京大学，主讲语文，朱焕潘，广东五华县人，北京协

捌梅州传教，在梅城东门建立基督教堂１座，设立大坪、

和抻科学院毕业，主讲神学Ｉ张承恩，广东省兴宁县人，

长沙福音堂，南口、白渡、水车宣道所，教徒７００余人。

毕业于广州神科学院，主讲地理历史等等．如基督教巴

１９１０年，救徒陈宏光、蔡瑞廷到丰顺县汤坑镇传教，１９１５

色传教会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１８４６年）决定＝ｉ匠遣黎力

年，甘武牧师到平远石正传教，后建立石正福音堂。

基（德国人）、韩山明（瑞士人）来粤东客謇地区传教．当

基督救长老会由设在汕头的岭东大会于１８８４年擐

时两牧师结伴来到中国，先在香港向德籍传教士郭实腊

出传道员到大埔传教。先后在高陂、湖寮、荸｜Ｉ瑞、百侯、西

学习汉语，同时，他们努力学习客家话，并收集大量资

河、三河等地建立教堂，救徒达１ ０８７人，１８９０年，再传

料，准备编辑客家话与德文对照字典。经过１４年的准

人丰顺汤坑．１９０５年，建留隍教堂１座，先后建汤坑、丰

备，他们第一敬用罗马字拼音客家话注释的‘马大福音）

良、埔寨、河子、汤南、新楼等救堂，教徒有３１９人。梅县

印刷出版，为传教士在客家地区的传教准备了条件。以

有松口福音堂，隆文、橙源设宣道所，教徒有９１人．

后还创办《罗马字拼音客话报），出版了‘客话钼华字

基督教安息台最早是曾庆全于１９１８年到丰顺汤坑

典＇、《罗马字客话新约圣经＇等，这样大大方便了西方传

镇布道，设立聚台点，１９４５年，美籍传教士思帝孙开始在

救士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客索文化，方便了他们

兴宁传教，并先后在兴宁、梅县建立礼拜堂．此外，基督

在客家地区的传教。所以，进人梅州客家地区传教的传

教聚会处和基督教真耶拆会等都先后在梅州传教，并建

教士，不仅隹中国文化救育和文化传统，讲一日流利的

有教堂．【２］‘期。‘’

议谱，而且还了解客塞地区的风俗习惯，还能讲客家方

综观近代西方宗教在粤东客索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具有显著的特点；

育．１８５８年，按国外方传教会振神甫卫加椽来兴宁赤沙
岭建立教堂，逭是兴宁最早的一所教堂．传教士卫加椽

１．宗教的门派较多，特别是基督教多达６个教派，

神甫为了便于顺利开展工作，他还迎合当地的风俗习

遗布梅州七县一区以及龙川、潮汕、寻邬等周边客家地

惯，专门留了辫发，穿着长衫．这样使传救活动得以迅速

区．基蕾教豢真舍主要分布在五华、梅县、兴宁、蕉岭等

发晨，他传教２０多年．共发展教徒３００余人。而且尽量

四十县Ｉ基督教授倌会主要分布在梅县、丰顺、平远等

任用中国籍神甫来传教，以便减少各种阻力，当时兴宁

县，基督教长老会主要分布在大埔、丰顺、梅县等县Ｉ基

赤秒岭教堂，就先后委任中国人褒秉彝、林以忠、张德

督教安息会主要集中在兴宁、丰顺、棒县等县。

臣、罗有光、陈丙蛆等人来掷助传教．还对贫困教徒给予

２．西方宗教传人粤东客家地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
是先以汕头作为基地然后逐渐向粤东客家地区传播．由

金铀、衣服、药品等资助，而且还资助一些教徒就读中学
或大学，使信教人数迅速增加．

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汕头、潮州相继开放，西方势

４．近代粤东客索地区的西方宗教，前期以法国势力

力包括宗教势力很快进人逮一地区，并把汕头建成侵略

为主，后期以美国的势力为最大．以梅县天主教为倒，

基地，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势力。粤东客家地区的西方

１９００年以前来梅县的传教士全部是法国籍的Ｉ ２０世纪

宗教的传播主要是由汕头传人的｝二是由外出客家人人

来棒县的外国传教士都是美昌籍人．如据１９５０年调查

鼓后回到索乡传教的．由于粤东客家地区地处山区．人

统计，梅州地区天主教有外籍神职人员２９人，其中美籍

多地少，生括条件恶劣，因而有大量的人员外出南洋及

神职人员就有２７人．Ⅱｎｍ７”基督救主要以美国为主，如

沿海地区谋生，而这些地区西方宗教传播早，势力强大，

在粤东客索地区传教时间长、影响较大的都是美国籍

可以说无孔不入，外出谋生的客索人信教后回索乡开始

人，如日为霖、甘武、渡平如等．“］ｃ蹦。这充分说明到２０

传教的。如燕岭兴福乡龙安村人谢云岩，外出广西谋生

世纪，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逐新增强，成为在华侵略势

时信奉天主教，１８６６年回到家乡后，自愿让出房屋作为

力量大的国家之～．在华的宗教势力的发展是与其在华

天主教活动的场所，邀请当时在梅县传教的洼籍彭神甫

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是完全一致的。

前来协助传教，谢云岩的家就成为天主教在镶平县的传

ｒ一‘．｜

教点，到１８７２年，发晨成为能容１ ０００多人的大圣堂．

！ｙ；级矛盾、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随着西方宗教势力

粤束客家地区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阶

３．粤东客隶地区崇尚读书，保持了中原文化教育的

ｋ…Ｊ的侵入和扩张，西方传教士为了建教堂而太肆

传统，特别是梅州地区，素有“文化之乡。之美誉，因此，

掠夺、占钡当地农民的土地房屋，使粤车客家地区的社会

到粤束客家地区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般都具有良好的

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客家地区山地多，土地步，历来都是

中华文化的修养，尽管他们是洋人，但都取有地道的中

“寸土寸金”，再加上广大群众对西方宗教的抵制，传教士

国汉文名字，借助汉文化来传播西方宗教。或者首先吸

根难买到用以建教堂的土地，因此，传教士便勾结不良教

收当地颇有影响的读书人人教，然后利用他们的影响进

徒或当地奸民，采取强买强卖、盔买盗卖、骗买等方式和
ｌ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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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取得土地。１９０６年，丰顺砂田圩天主教士强占当地商

国籍福尔德主教在未来嘉应州之前ｔ就资进龙川邬保良

店以设教堂，民众坚决抵制，群起驱逐传教士，毁坏教

游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邬博士学成回国后，

堂。ｍ口”’这样使当地民、教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在粤

先后撮务于目立中山大学、安徽大学、国立武搜大学，并

东客家地区，外国传教士自恃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横行

担任武投大学化学系主任．福主教到嘉应州后，又资助

霸道．欺压群众，恃强凌弱，更加激化了当地本来都相当

了许多当地青年学子游学国内各大学．毕业于北平辅仁

尖锐的民、教矛盾，导致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如在兴宁

大学的有：李一路，梅县黄塘圣若瑟惨院国文教员Ｉ李启

县，德，奥、日、法等国的教会先后在兴宁城西观音堂、城

修，上海猿汇公学启明女中国文及公民救员｝剂不凡，北

北坪塘、城东赤抄岭、大岭上以及泥驶、罗岗、罗浮等地设

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务课课长；叶德檬，北平辅仁大

立教堂．传教士神气十足，袒护不法教徒，甚至纠结豪绅ｔ

学甜属中学教员．毕业于上海棣汇师范的有：张扳戚·供

收租放债，包揽诉讼，欺压平民。由于传教士的暴行激起

职于蕉岭天主教堂｝钟海涛，任梅且黄塘传道讲习所教

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当地的秘密反清组织“三点会”

员。肄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有：杨日雳、曾宪定、张安得、

在其首镬潘亚星的率领下，掀起焚烧外国教堂的大规模

邬恒渭等；肄业于天津工商学院的有：吉广成、李祟高

的反教斗争，沉重打击了西方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清政

等。而且当时有的公立学校，还聘用外国传教士担任教

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派兵在大肆镇压和屠杀当地群

员。如粱浣春担任校长的公立嘉善女校，专门聘请了两

众．使客寨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化。在２０

名德国女传教士担任音乐、体操和编织教员。在五华，同

世纪２０年代，爆发了多次反对教会的斗争。如１９２４年５

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德国、瑞士巴色传道会在五华

月６日，广益中学爆发了“反对读圣经，反对帝国主义奴

长布区源坑乡开办了中书馆，开设了一些现代体育课，

化教育”的爱国学潮，２８０多名师生离开广益中学，在当地

如设量了单双杠及体撵、球类等项目，并有了篮球、足球

热心人士的支持下，另行创办了一所新型的中学——学

场等运动设施。从此，五华县内现代体育运动蓬勃开晨

艺中学．后来周恩来称赞它为“东江第一中学”。１９２５年５

起来，而且成为棒州地区足球运动的发源地．这些艘会

月．广益中学，乐育中学再次爆发。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反

学校和西方传教士传播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近代化

帝学期，期裕光、蓝胜青等组筝｛了“反对基督教学生大同

人才，为粤东客隶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盟”，刘清如、王之伦等组织。革新杜”，遭到地方政府当局

和全面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且，传教士也把近代西方的

的残酷镇压，有２００多学生被开除．７月至８月问，“反对

一些先进科学技术传人这些地区．梅州地区的西医药都

基督教学生大同盟４，“革新社”及“学生救国运动团”三个

是由各国传教±在传教之时子１９世纪传人粤东客索地

学生组织在梅城“人境庐”秘密成立“梅县革命青年圃”．

区的。清朝成丰二年（公元１８５２年）基督敷黯士巴色传

１９２６年春，梅城附城各界２ ０００多人在东较场集会，强烈

教会派遣锥藉韦求福牧师来到五华县大田樟树村建筑

要求收回教育权，会后，１ ｏｏｏ多人包母了嘉应大学，最后

教堂。传教士为了给当地村民治病时使用了西医西药｝

迫使地方当局让步，斗争取得量后胜利，梅州地区各教会

清光绪九年（公元１８８３年）１２月，总部又派遣蕾籍医师

学校磕续由本地人担任校长．这样梅州地区的人民与西

韦嵩山博士来梅县基督教堂开设西医诊所，由于当时场

方教会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较衡底的胜利．［Ｉ］廿¨蛳

地的限制，病房都设置在教堂内和附近民房内．光绪二

当然，西方宗教在●东客家地区传播的同时，创办

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璃士巴色传教会在梅州附城黄

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学校，如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

塘创立德济医院，医院使用西医西药，注意培养中国籍

与寨应州地方人士联合刨办务本中西学堂（１９１１年改为

医生、护士、助产±，使他们得刭较全面的近现代西医科

乐育中学）及乐育小学．民国四年在东门创办教会广益

学的教育，系统地把欧洲现代医药科学传人粤东各县，

中学，民国１１年在梅县城东刨办广益女子中学。民国１２

辐射到周边省区，德崭医院为粤东客家地区医药事业的

年还与嘉应州地方知名人士黄墨村、廖道传等～起创办

发展，特别是近代西医、西药的发晨做出了重要贡献．德

了嘉应大学。［８ｍｍ叫””在＊宁，１８８２——１９２０年同，基

跻医院（今天的梅，Ｉｌ黄塘医院的前身）在圊粤赣三省边

督教创办了乐育小学７所，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在兴宁坪塘

区享有很高的声誉。［３”¨０＿１州’如五华的古旭煌，从小跟

开办神科学院等｛这些教会学校可以说是粤东客家地区

随父亲信仲基ｆ教，早年就谜于乐育小学，梅县乐育中

近代教育之先河，为当地士绅创办近代新式学堂提供丁

学，中学毕业后进人黄塘德济医院，靡随瑞士藉、德籍医

一个参考的标准，树立了榜样。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生学医，他在外藉医生的精心培育下，刻苦学习了现代

年）创办的乐育中西学堂，课程设计以西学为主，从《甲

医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经过严格的临床宴践训

展岁西掌功课表》来看．一年级学生要售读英语，算学、

练，最后成为梅州地区人民爱戴的名医．￡６］㈣”此外，天

地理、外史、修身、博物、中国鉴史、物理、体操等九科，二

主教在棒州地区除传教之外，也为梅州做了一些杜会公

年级则增謦德文课．由于学堂以教授西学为主，而且西

益事业．如梅县建造梅江桥时，是法籍神甫龚普传设计

学由凌志高和嘉乐天牧师亲自任教，故学堂开办后，ｊＩ｝｝

大桥的方案、绘图等，而且教会还捐助了一个桥墩的资

城官绅名流趋之若鹜，翁纷送其子弟人读。“］唧吖’同时，

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香港沦陷，大批难民逃

这些学校主要以招收当地学生为主，不断扩大招生规

到梅州，当时梅州又正遇上灾荒，天主教会为了安置游

模，培养了一太批人才，后来成为著名的小说家、医学家

离失所的难民，每天大量施粥，每天有６００多人到天主

以及革命者等，如张资平、粱伯强、粱浣春、叶剑英等．美

教堂排队食粥，同时，天主教会还为一些逃难的妇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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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解决住宿问题，组织难民学习一些手工工艺技术，如

研究客家文化的热潮，出现了大量介绍和研究客家文化

织竹篮、傲纸扇、鸡毛扫等，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帮助

的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爱德尔著的《窖家人种志略》、

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困难。ⅡＨ附”’

《客索厨史纲要）、《中丑访问纪录）等（１８６７年出版）＇皮

·一。·

顿著的《客家源流与历史》（载１８７３年＜中国评论报））Ｉ

由于以嘉应州为中心粤衷客家地区，自然

！一；条件恶劣，人们生活艰苦，因而生活在水澡火

在嘉应州传教加多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齄尔查斯著的

．．··’热中的人民，带着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参加

《客法辞典）（１９０１年出版）｝英国麦基戚尔编‘客家词典’

教会。有的是借人被祈望政善自己坎坷的龠运；有的人

（１９０５年出版）｝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罗伯

救是希望获得教会的一些慈善物质的救济；有的是为了

史密斯著的《中国的客家）（载１９０５年《美国人》杂志）｝

寻求西方宗教势力的保护而达到自己政治、经济目的

在梅县传教数十年的英国传教士肯贝尔著的《客索源流

等。总之，西方宗教传人粤东客家地区，进一步激化了本

与迁移》（１９１２年口头报告，后印成小册子）；主持《美国

来都非常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使该地区的社会矛盾和

地理学会杂志，刊务多年的美国现代文化地理学权戚韩

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同时也为西方列强在粤东地区的

廷敦教授著的《种族的品性＇，专门论述中华强族的有四

进～步渗透创造了条件。但是客观的讲，西方宗教传人

章（其中有相当内容论述客家特性）｝在熹应州传教多年

封闭的粤东客家山区，加强了这些地区与外界的联系，

的美国天主教种父拜尔棚耳著的‘客话易通＇、＜客话浅

使这些地区也能感受到整个世界发展的脉搏，开阔了人

说）、＜客语浅句＇等。Ⅲ∞’由此可见，外国传教士在介绍

们的视野，特别是～些近代科学技术传人粤东山区，起

客家文化，推动客宗文化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可

到了一种启蘩的作甩．以后粤东客家地区，特别是嘉应

以这样说ｔ“西人对窨家的认识和探究是始于西教士的

州成为近代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各种杰出人才辈出，这

传教运动”．Ｈ＂“ｏ因而西方宗教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

与西方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西方传

化，特别是客家文化，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了解方面

教士又把粤东的客寒文化传人西方各国，使西方各国加

起到了桥粱和纽带的作用，是毋庸容量疑的．

深了对窖家文化的了解，从而在近代，西方各国出现了

［参考文献］
［１］丰牍县志［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

石印奉．

［２］胡希张辱．窖隶风华［Ｍ］．广州：广东＾民出版杜．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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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1(2)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边区政府处理好与西方教会间的关系显得尤
为重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边区境内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以后逐步
走上“三自”爱国道路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并成为解放后我国
宗教政策的蓝本。

2.学位论文 王燕荣 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述评 2009
自4世纪初乌斐拉在多瑙河北岸传播阿里乌教派以来，基督教阿里乌教派信仰在哥特人中普遍传播开来。但随着西哥特历史的发展及其罗马化程度不
断加深，尤其在定都西班牙托莱多之后，自身的阿里乌教派信仰与当地的西班牙—罗马遗民所信守的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围绕着宗教冲突而形成的两
大对立政治集团，严重威胁着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孕育而生了。本文围绕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展开论述
，这次会议之后西哥特正式放弃了阿里乌教派，确立天主教信仰，进而开启了西哥特历史的新局面：将伊比利亚半岛统一在了天主教旗帜下，顺应了当
时西欧的历史潮流，而且西哥特在这次宗教会议中所申明的“和子句”信条也迅速传至整个西欧，为之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埋下了种子。
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三部分：
引言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内容进行分析；主要是围绕宗教教义和教
会权力扩大两方面来分析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
正文为第二部分，共四小节。第一小节简要介绍早期哥特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及西哥特人不断罗马化的过程；第二小节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
会议召开前后展开的政治斗争，进而分析会议召开的必然性；第三小节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进行概括分析；第四小节主要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
会议的历史地位及意义。第三、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结论为第三部分，总结全文，简要概括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之后西哥特的政治走向、对犹太教徒的迫害，以及如何间接导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等
方面。

3.期刊论文 王中茂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史林2004,""(3)
西方教会系基督教所属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西方教会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
约>等,在内地置产的依据是中法1860年<北京条约>(中文本)、1865年柏尔德密协议与1895年教会内地置产协议.其中<北京条约>中的教会置产内容乃是当
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擅自增添的,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清政府就教会置产问题与法国进行过多次交涉.各教会在华置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方式
及用途迥异,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4.期刊论文 王中茂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世界宗教研究2004,""(1)
在近代中国活动的西方教会,主要是基督教所属的三大教派,即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修会或差会(简称新教).它们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一系
列的不平等条约及协议.各教派购置地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方式、用途迥然各异,因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

5.学位论文 张磊 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 2007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国家开始侵入中国，对中国展开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生活日加困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
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境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传统医疗是以中医为主。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医
凭借优势开始在中国植根与传播，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挑战。中国的医疗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清末作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人口约有百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医疗需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光宣朝
京师医疗机构的研究，来分析清末北京的医疗机构的构成及其在清木医疗卫生体系的地位，借以考察中国是如何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近现代医疗卫生
体系转变。
清末北京城内主要有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四种医疗机构的存在。清末受西方影响，政府兴办了官医局、官
医院等多种形式的官办医疗机构，主要面向广大贫苦百姓，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帝只注重为皇室服务的太医院，而对平民
百姓却并无专门的国家性质的医疗机构，往往只是设立一些针对鳏寡孤独之类人群的慈善机构，或成立一些临时性质的医疗机构，轻视关系国计民生的
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到了清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开展，清政府才开始兴办各种近代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内外城官医院这
些专为百姓看病的医院，内外城官医院从创立伊始即有了中西医并重的主导思想，这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医院内部中西医发展并重的先河。

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官方医疗机构自古以来(以太医院为代表)服务对象主要是面向宫廷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等。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
说，他们患病时只能求助于民间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从服务对象来说，主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间或也为政府官员服务。虽然在清末建立了几所官
医院，但对于实际医疗需求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需求。中国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建立一套完整的
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民间各种形式的中医诊所、药店等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广大劳动人民医疗的重任。尤其在清朝灭亡后，太医院解散，代表着
国家医疗最高水平的医生进入民间，增强了民间医疗实力，促进了民间医疗水平的提高。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
权。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
十余所教会医院，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清政府的医疗观念也发生转变
，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
明末清初涌现了大量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从民间筹集资金，成立专门机构来救济广大的贫民百姓以及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这
些慈善机构除了解决救济人群的日常生活之外，对他们的日常医疗需求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往往都包含有医疗救助活动在内
，在清代就有普济堂、育婴堂等善堂、善会为患病者提供医疗救助。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就有以普济堂、育婴堂等为代表的慈善机构从事医疗救助活动
。其中尤以普济堂在规模、管理、资金来源等方面最为成熟，且收效显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济堂在收治病人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分科诊治思想
，对于传染性疾病患者，更是将其与其他病人分开诊治，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本文在讨论部分主要从清末京师医疗机构发展脉络、清末京师医疗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对民国初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
清末北京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从中医独立发展向中西医发展并举的方向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西医的发
展规模、影响也是在不断扩大的，这也造成了中医发展一直滞后于西医的发展。
总的来说，清末京师的医疗机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构成了清末京师的公共卫生医疗
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因为当时政府腐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建立的医疗
机构在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大多都继续存在，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大重要成就。清末京师医疗机构的发展奠定了我国
近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基础，研究这一时期医疗机构的发展变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卫生事业的影响，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6.期刊论文 詹放 《魔戒》中二元论恶观初探 -教师2008,""(18)
在西方宗教哲学中,"恶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历代思想家的一个逻辑悖论.为了调和经验现实中恶的存在与全善全能的神灵现念之问的天然冲突,历史上
各种宗教与哲学流派都试图时恶的本质和起源给出不同定义,其中尤其以天主教奥古斯丁白由意志论与摩尼教二元论两种学说体系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
.当代英国奇幻作家托尔金在其代表作<魔戒>中,以令人信服的叙述手法再现了长期被西方教会正统斥为异端的二元论恶观与20世纪工业化战争和屠杀经
历之间的恐怖共鸣,以及传统神义论在阐释这一当代邪恶体验中的无力与困境.

7.期刊论文 王德蓉 辅仁大学与《华裔学志》 -寻根2004,""(1)
17世纪以来,为了谋求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发展,西方教会通过来华兴办教会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以传播西方知
识,且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教会高等教育支柱的教会大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8.学位论文 赵广军 西教知识的传播与晚清士流 2007
基督宗教是以圣经维系起来的信仰体系。它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两大宗派，统称为西教。晚清，以基督教历史和教义为主要内容的西
教知识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几个思潮和潮流进行的。在这些思潮中，中国知识界对它的传播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本文选取了西教知识传播主体(传教士和中国各类文人)的文化活动、传播载体(各种载有西教内容的文本)的流传、传播途径三个方面，考察了它在
几个思潮和潮流中传播所表现出的区别和共同点。主要是选取了几个对应项进行研究：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与中国知识界的应对；西教宣教文本与中国知
识界著述中关于西教内容的比较；传教士对宗教书籍的传播与中国知识界书籍传播方式的比较。从这些比较研究中，整理出西教知识在中国士流中传播
的封闭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特点。
第一章首先考察了清政府对基督教弛禁前后西教文本传播情况。主要选择了道光十二年、十五年传教士在沿海冒险散书传教的三次活动作为问题分
析切入点。在教禁时期，来华传教士集中于广州、澳门和南洋地区，主要从事印刷、编译等文化活动。宣教区域由于教禁而不能得到扩大。但是在道光
朝，他们所面对的是教禁松动、洋防疲谢、鸦片走私猖獗、中外交涉频繁等有利政治环境。故此，传教士冒险沿海北上中国，考察扩大宣教区域的可能
性。三次沿海航行不仅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它们在清廷所引起的政治恐慌更是一个政治事件。清廷以及沿海各地方当局对刊发传教书籍的追查促使教
会以书籍传教方式的暂停，这与传教士三次航行散书的初衷相悖。他们所散之书，在语体和内容上都不能被传统知识界所接受。三次散书事件表现出西
方教会宗教宣传迫切的主动性，而各级官员文人对之则多是驳斥和查禁的态度。这是弛禁前西教知识在中国传播初期两种态度的错位。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西教知识在传教士文化活动和新舆地学者之间传播的关系。西教知识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中的传播首先要通过主流知识分子对之的
文化检选，以使之纳入新舆地知识结构中，这样，西教知识才能借此在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道光、咸丰年间经世学风的转变是晚清局变中中国文化近
代指向的一个标志。在经世致用目的的指引下，中国知识界掀起对边疆和世界史地研究的思潮。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新时代特征，具有近代指向
。在新舆地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含载丰富的西教知识，它们直接来源于传教士沿海所宣传的宗教册子、明清时期的传统典籍以及著者与
教士接触等几个主要途径。这些著述成为晚清知识界中西教知识传播的源头之一，它们在几代知识界中的影响也使其中含载的西教内容得到广泛的传播
，并为此后反洋教思潮提供了了解西教的文本。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逐步兴起的“走向世界潮流”对西教知识摄取并传播的历史现象。出洋的民间和官方文人身历西方基督教国家，直
接感受其宗教生活和文化，在日记、游记中大量记载。这些文人在出洋前的知识准备中，多将新舆地思潮中的经典著作随身携带，以便了解西方情状
，这是其了解西方基督教的知识储备。他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对西教的认识和理性判断不仅检验了其西教知识的准确度，更通过亲身的闻见而补充丰富
之。他们在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西教知识。应清廷日记呈交制度的规定，他们的日记被呈送清廷，也被民间和官方刊发传播。随着这些文本的流传，其中
的西教知识在士流中也得到传播。它们甚至也影响了国内各级洋务官员、文人对教案、教务交涉中盲目排斥的态度，使之理性化。这也是西教知识在中
国士流中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第四章，论文讨论了晚清反洋教思潮中西教知识的传播情况，主要选择了反洋教运动中的文化反教部分，以书文揭贴中
西教知识的传播为研究对象。这些书文揭贴中也大量存在被误解、歪曲的西教知识。对他们的文本流传和西教知识摄取途径的研究是解释其反教原因的
关键。在文化因对上，传教士的文化宣教活动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反教活动是相对存在的。针对教士的散书传教，地方士流以匿名书文揭贴作为反教的方
式；针对教士宣教，各类文人主张以宣讲《圣谕广训》作为限制和反对西教传播的文化对策。揭贴中西教知识多来源于舆地思潮中的著述、走向世界潮
流中的著述。它也是近代西教知识在中国知识界长期积累和传播的结果。它对晚明、清前中期以及晚清反教资源的挖掘，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界中西教
知识的内发性传播方式。
最后，本文尝试从时序中观察中国知识界对西教知识内发性传播的流变，并归纳出其表现出的特性。同时也分析了在晚清传统中国内发性文化、宗
教结构逐渐解体的文化环境中，西教知识的传播情况。最后选择了一条延续在晚明降至晚清的“西教东源”说作为个案，来分析西教知识在文人中所表
现出的内发性传播特性。

9.期刊论文 陈重耕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权的攫取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6(1)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三大教派尤其是新教和天主教依附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的合法权利.西方教会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事
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10.期刊论文 李英玉 欧亚空间视域下的俄罗斯文化特征 -学术交流2010,""(4)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文化在如此大的空间里发展,一方面继承了东斯拉夫和其他部落的文化传统,同时在与各民族不断整合与斗争中融合了异
族的文化成分,另一方面吸纳了以拜占庭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成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俄罗斯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因为俄罗斯民族的主要
特征是皈依宗教.俄罗斯东正教源自拜占庭,它是东方教会的希腊政教,而不是西方教会的天主教.俄罗斯文化滞后于西方文化数百年,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时
代.蒙古鞑靼征服和统治为俄罗斯铸就了专制制度的模块.金帐汗的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向俄罗斯的王公们展示了专制权力的概念.专制制度不只是俄国的
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征.东正教与专制制度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内涵,并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独有的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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