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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基督教史略

北海市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领导小组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满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订立了“烟台条约”，这

个条约规定“把宜昌、芜湖、温州、重庆、北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各帝

国主义国家的商船，不但可以在北部湾(旧称“东京湾”)的海面上横行无阻，

而且在北海市内立海关、办洋行、设领事，进行经济，政治上的侵略活动，同

时天主教、基督教也相续传入北海。这就是当时基督教传入北海的历史背景。

一

满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烟台条约”后，大约在一八八六年(清光绪

十二年)，基督教便开始传入北海。首先来北海的是英国安立间教会①的英国籍

的柯达医生夫妇，在祥懋里附近的地方开设一间医院——普仁医院，一面行医，

一面传教。当时做礼拜的地方，就是在医院候诊室的一间小礼堂里。不久也在

医院左邻设立一间麻疯院，招收几十名从合浦所属各地的麻疯病人，一面治疗

麻疯病人，一面传教，发展教徒。并教习手艺、印刷、编织竹器，制造家具，

出售市场，帮补生活。北海原来只有“太和医局”、“爱群医所”两间中医诊所

到这时才开始有西医治病。由于柯达医生的医术高明，行医不久，便受到当地

群众的信仰，医药事业比较兴旺，也发展了不少教徒。后来，柯达医生因水土

不服，便束装回国。继柯达医生来中国的是李惠来医生夫妇，据说李的岳母是

一个拥有七、八艘大轮船的企业家，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对他给予很大的支援，

他到北海后继续行医传教，打好了发展教会的根基。他还亲自深入广西、云南

等地，在云南昆明创办医院一所。约在一九一○年由英国购买印刷机一台给麻

疯院轻病人印刷书报及小学教科书，是北海有史以来首先使用机器印刷，对当

时传播文化有一定的影响。李来北海后，由于教徒的人数日增，在医院的礼堂



做礼拜显得太挤了，一九○四年，便在医院右邻的地方建立一座比较宏伟的礼

拜堂一“圣路加堂”，当时建这座教堂，曾发动过当地的教友募捐，但大部分经

费都是从英国安立间教会差会供给的。至此，英国教会在北海的发展便有了比

较完整的规模(从现在的三小到人民医院，后面从医院的传染科到紧接北中都属

教会的范围)。其中有普仁医院的门诊室、留医室、手术室两大座、医生楼一座

和周围的药剂室、检验室、护士宿舍等多间。疯院这边也有小礼拜堂一座、用

房六座及单人宿舍多问。圣路加堂这边有大礼拜堂、副堂(纪念楼)和会长室各

一座及办学的校舍两座，还有小平房多间。从此会务日益发展。以后也在礼拜

堂后面办起了“贞德女校”，招收妇女学习文化，并教学员学会罗马字，利用罗

马字作为拼音工具进行识字，和阅读罗马字的拼音读物。这对当时解放妇女思

想，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范篱，是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的。由于会

务的发展，李惠来医生夫妇兼顾不暇，差会便派英籍传教士陂箴夫妇来协助，

负责传教事务，圣路加堂的兴建，也是由他奠基的。李医生便专职负责医务工

作。李医生夫妇在北海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跟她父母回英国，长大了又被派来

北海传教，一直到 1947 年才回国。

圣路加堂受英国差会派遣的第一任牧师叶××，他夫妇于1912年来到北海，

在这里传教四年，他的师奶是在北海逝世的，当时还葬在教会的坟场里，叶的

师奶死后，便于 1916 年回国。继他来北海的第二任牧师是兰哲，以后还有麦坚

士、刘××等英籍牧师。

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是靠不平等的条约进来的，有些外国传教士

和中国教徒中的少数坏人，往往凭借帝国主义的势力，作威作福，因此造成人

民群众的极大反感，常称呼信基督的人是“吃洋教”，甚至引起各地产生一些“教

案”。如“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就是镇压“义和团”杀“洋教士”的一场战争，

此后几十年因基督教而引起的“反帝”事件也连续不断。一九二六年，全国也

产生一场院“非教”风潮，这一风潮也漫延到北海，当时这里也出现“砸教堂”、

“驱洋人”②的事件。这时，中国的广大爱国教徒已认识到依靠不平等条约传



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纷纷要求教会

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差会的支配，英国安立间教会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把自

主权勉强交给中国的教牧人员。从此，安立间教会也和全国魄“圣公宗”一样，

改为“中华圣公会”，并把北海的“圣公会”划入“港粤教区”管辖。按照圣公

会的体制系统是：会督——会吏长——牧师——会吏(传道)但当时港粤教区的

会督何明华，副会督候利华(都是英国人)，实际上教务，经济大权仍然掌握在

外国人的手里。以后也封立一个华籍教牧人员莫寿增为会督，负责管理港澳和

广东各地“中华圣公会”的会务，英会督曾几次到北海来视察会务，最后也是

在北海逝世的，并葬在北海圣公会的坟场。

北海圣公会“圣路加堂”的第一任华人牧师是夏步云，夏调离后接替他的

是黎其壮，接着是黄福平。抗日战争以后，担任圣路加堂牧师的是梁清华，接

着是叶日青。抗战胜利后由张绿芗接替，直到解放前夕才调离北海往香港任圣

公会的牧师职，由刘坚信调来接任牧师职务，直到一九七一年病逝。

圣公会在北海打好根基之后，为了发展传教事业，招收新教徒，便向市区

外围伸展，除了在市区中山东路开设一间“福音堂”(解放前曾租给豪光照相馆，

解放后被百货公司折毁建百货大楼)外，还在地角设过布道所，在高德外沙四街

开设一间“福音堂”，在赵屋岭设立“西门堂”派传道人负责传道和教学。在中

山公园附近的“双孖楼”，原来是英国领事，领事撤消后也交由圣公会使用，解

放前租给“旭初中学”(解放后改为“新民中学”，后给六小占用)。以后并深

入合浦内地，初到廉州时，也是用医疗、助产为先导，在城内小北街建一座小

洋房，派英籍牧师魏××主持宗教活动，附设临时医务所，逢星期三、六两天，

由北海派医生去门诊，另设接生所，以便随时接收产妇。大约于一九一二年间，

在城外小南门文昌面东面买土地一幅，开始建教堂，名叫“圣巴拿巴堂”，又在

城内大街，增设一间福音堂，作为晚上对群众宣传“福音”之用。以后还建立

了“基督之友社”，供教友子女和社会青年阅览图书和娱乐场所，以便发展青年

教徒。该堂的第一个华人牧师叫许公燧，后来继任的是一位女牧师李添爱，她



除了传教之外，还为当地青年辅导英语，并兼任廉中的英语教员。该会在廉州

的最后一个传道人黎炳桑(新会人)，解放初，合浦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停止了

宗教活动，他便于一九五二年迁回新会。此外，圣公会还在合浦常乐开设过福

音堂，负责传道的是当地的教徒。

圣公会抗战前在钦州也设有教会，抗战后，因无人负黉而收缩了。由于圣

公会的传教范围广阔，因而当时港粤教区便在北海设了一个“钦廉区会”，区会

设会吏长，管理合浦，钦州各堂会的会务。在抗战期间，调派来的第一任会吏

长是慕容贤，抗战胜利后，接替慕容贤任会吏长的是曾纪岳，直到解放前夕，

他和张绿芗同时调往香港圣公会任职，接替他任会吏长的江之永，至一九七四

年他申请批准往香港探亲，在港病逝。

圣公会的附属机构——普仁医院，自李惠来夫妇回国后，还有一个英籍医

生叫罗素的调来主持医务。安立间教会改为中华圣公会后，普仁医院也由中国

医生负责。任第一任院长的是沈永年(上海人)，他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护士和

助产士。如当时的陈华东、陈世光、陈桂初、钟××、陈雪清(女)等人都是他

一手培养起来的。接替沈永年的是林球璋，但他主持医院不久，在抗战初期便

辞职回香港私人行医。接着是一个奥地利国籍的医生米尔智，但任职不久又调

离了，继由中国医生朱国京任院长。抗战胜利后，由慕容贤会吏长聘请林怡贤、

林茵夫妇两人主持普仁医院，至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接办普仁医院改为市人民

医院后，他俩任医院的副院长和内科主任。

白屋医院是在一九三七年建成的，当时还是经沈永年的手兴建的，兴建时，

柯达师奶还从英国来这里举行奠基礼。建成之后，便把麻疯病人迁至白屋医院。

以后英国差会还派一个英国人胡理德来作监理人。这时白屋医院已有不少的教

徒，但没有自己的传道人，每周教徒做礼拜，都是圣路加堂的牧师去主持。后

来方在麻疯病人中封立熊家振做牧师，领导院内的教徒过宗教生活及生产业务，

一贯在麻疯病人中拥有很高的威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因受残酷批斗含冤至死。

圣公会除传教之外，还设有学校，招收教徒子女及附近居民的子女入学。



自贞德女校停办后，在抗战期间便利用这些校舍办起了圣公小学和幼儿园。小

学一般是单班制，学生人数最多时是四百余人。一般是二、三百人，教员约 10

人。校长由圣公会的牧师兼任，以后何季彭、曾子焯也任过该校的校长，教员

多为教徒如麦国辉、梁元三、潘恩德、李玉珩、黄玉馨、江慎英、陈大卫等，

也有教外的如陈秉洁、黄同信等。该校一直办到一九五二年才由政府接办，改

为北海市第七小学。

在抗战期间，广州失陷，当时由圣公会办的圣三一中学(初级中学)迁到北

海，用麻疯院旧址继续招生办学，先后由陈德隆、陈大卫(广州人)任校长，教

员多在这里就地招聘，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广州。

“信义会”原来叫“长老会”②，其总会设在德国，总监督为王宝三(德国

人)。该会也是一八八六年传入北海，首次派来的德国教士巴顾德，在北海“崩

沙口”(即中山东路起点)买地一大幅，兴建教会楼房，有西式大楼二座(一座供

德国教士居住，一座招待来往德国人住宿)，礼拜堂一阆，男女客厅两问，传道

人、职工和学生宿舍十余间，以及印刷馆一所(现在这些房屋已由市公安局使

用)。长老会在传教的同时开设印刷馆，用铅字活版机器印刷教会宣传刊物和中

文圣经单行本，并承印外界刊物，这是北海最早的一间用铅字活版印刷的印刷

馆，后来北海开马路，这间印刷馆被拆掉，教会将印刷机卖给合浦书报合作社。

长老会传教事业同圣公会一样，先在北海扎稳根基，再向合浦内地推进，

分别在廉州、南康、福成、党江等圩镇相继建立教堂，扩大宣教范围。

在长老会期间，由德国西差会派来的德国教士除巴顾德外，以后还有蓝×

×牧师夫妇、洪道文牧师夫妇、老戴××牧师夫妇、杜道芳牧师夫妇、荣观莲

姑娘、连××姑娘等十一人。

约在一八九九年，长老会改称“信义会”④，因为廉北属于广东南部，故

称“粤南信义会”。这个时期从德国西差会派来的德国教士，先后有罗××牧师

夫妇、欧沛曼牧师夫妇、鲍闾巽牧师夫妇、黎美德姑娘、戴天康牧师夫妇(即长

老会老戴牧师的儿子，出生在合浦南康教会)和嘉里奥牧师夫妇(芬兰人)等共十



一人。

以北海为传教根据地的长老会，除由德国派驻教士主持外，有中国传道人

潘马可、龙提摩太，改为“信义会”后，有传道人李达一(后提升为牧师)和谭

文晃。谭后来调离北海往福成等地继续担任传道工作。一九五○年粤南总会派

张一新来协助李达一牧师搞传道工作。

鲍闾巽接欧沛曼之任，被提升为廉北教会总监督。他在任时，再在北海教

会后幅空地建起了教室三问，正式立案后，办为高小学校，名为“中德小学”，

从广州聘来陈寿源为校长，潘筱川、李达一等人为教员。抗战后，因北海疏散

人口而停办。到抗战胜利后，约在一九四七年，又继续办“信义小学”，李爱兰

任校长，何家殉、廖莲等任教员。到一九五○年下半年，因经费短绌才停办。

鲍闾巽在任时，于一九四一年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事变，它

和德国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因此当时政府下令沿海一带的德籍

人员，都要迁入内地，于是鲍闾巽夫妇和黎美德、荣观莲等人奉命迁往粤北乐

昌。临走时匆匆封立李保罗、李达一为牧师，继续分别主持廉北各教会会务。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鲍闾巽等人由乐昌返回廉北重整旗鼓，把粤南信义

会中心转移到合浦，称为“粤南总会”，但这时德国西差会在经济已无力支持。

这时美国便操纵世界信义宗联合会，以救济“海外孤儿”为名，通过经济手段，

继续控制中国的信义会(该会重要成员可向上博士曾来视察过)，芬兰籍嘉里奥

牧师夫妇，就是这时候由美国的差会直接派来的。

抗战胜利后的信义会，除传教外，继续扩大文化教育事业，在合浦增设图

书阅览室，开办幼儿园、孤儿院，成立青年会，还租贷林家祠兴办“信义小学”，

聘廖旭为第一任校长，招收学生百余人。同时开办业余夜学班和“男女神道班”

(圣经学校)，招收青年教徒，培训教会人才，为教会服务。

解放后，黎美德把由她在合浦教会办的孤儿院迁来北海，教会走“三自”

道路后，黎申请回国，孤儿院停办。当时市民政科指示，孤儿凡有亲人认领的，

尽量让人领回，剩下几个十岁左右的儿童，由民政科收入教养院，孤儿院的家



具物资由民政科接收，工作人员由政府另行安排职业。当时的工作人员除黎美

德外，尚有张路德、李爱兰、何作骧、张一新、黄德爱等人。信义会从成立之

目起，到一九五一年北海基督教发表“三自革新”宣言之日止，长达数十年依

赖西差会接济的历史，这时才宣告结束。

“五旬节圣洁会”，是“五旬节派”⑤教会其中一个小教派。是由美国人

办的。它的前身叫“新约教会”。新约教会也是由巴顾德创办的。巴顾德是德国

人，原是长老会的牧师，因犯错误被开除出长老会，于是他又钻营到新约教会

的差会，出资在北海朝阳里买地一幅建有礼拜堂一座，外籍教士住宅(洋房)一

座，传道人住宅(平房)一座，教室两座。还有职工、学生的平房宿舍数间，是

以后五旬节会建的。巴顾德回国后，还有一两任牧师继任传教。当时还在廉州

下街租赁房屋一间作传教和办小学之用。但开办约四年便停办了。在新约教会

任过职的中国传道人有马叔贤、何作骧等人。新约教会停办后，何作骧便转入

信义会。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间，五旬节教派的美籍牧师殷惠廉，从美国来到香港，

创办“五旬节圣洁会”后，便到北海来接办新约教会，改名为“五旬节圣洁会”，

他在北海传教不久，又被美国差会调到上海去开办教会(但上海的五旬节会和北

海并没有隶属的关系)。段惠廉调离北海后，由美籍的女传教士皮××姑娘和伦

罗兰姑娘来接任。一九三○年前后，皮××姑娘回国，差会派加拿大籍的传教

士李佐治牧师夫妇和伦罗兰在北海管理教会。一九三六年，伦罗兰和李佐治夫

妇先后回国。由美籍传教士许理佳牧师夫妇来接任，不久又派来女传教士薛以

道。在抗战期问，北海形势吃紧，不能长驻北海，便以香港五旬节会为据点，

遥控北海五旬节会。太平洋事变发生后，他在香港被俘，一九四二年目美交换

俘虏时始得回国。抗战胜利后，他再从美国来华，恢复香港和北海的教会。但

到一九四八年夏去香港避暑，因全国许多地方均已解放，他便驻在香港不再来。

五旬节圣洁会在北海建立了据点后，除由美国派驻教士主持外，并先后有

中国的传道人邹道年、蒙恩光、何永章、潘惠慈(女)、徐保罗、黄冠三等人协



助传教。黄冠三原是钦州五旬节会的信徒，是由李佐治亲自培植、五旬节会第

一个正统的神学生，他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梧州建道圣经学院，派回北海任传道，

李佐治回国后，仍由他协助许理佳工作，许理佳不在北海，一切会务均由他主

持。直到一九四三年，北海海面因受日寇骚扰，市况萧条，便转移到钦州的五

旬节会去。北海教会交由他的弟弟黄惠明维持。一九四六年，许理佳重来北海

恢复教会时，并派苏志超从香港教会回来任传道，一九四八年苏因乘船往钦州

料理会务，在海上遇劫，受枪击丧生。继由黄挺超接任直至北海解放。

五旬节会规模较小，它的会务范围主要是传教，但其间也断断续续办过一

些小学。如新约教会时办过“美华小学”，但学生只几十人，不久便停办了。一

九三一年五旬节会还请来一个女传道梁信基来协助传教，她爱人何殿材便在教

会内私人办起一间“教约学塾”，招收学生数十人。但翌年，梁信基因受到徐保

罗的排挤，愤然离开教会，何亦随其妻离开，在东二路另租房屋设馆任教。到

一九四七年，教会才向当时的东镇镇公所立案，开办“建光小学”，由袁瑞华(女)

任第一任校长。一九四八年袁瑞华返香港，继由黄挺超任校长，张文华任教导

主任，教员有王子鸣、黄翠琼、黄作城、王英兰、潘惠远、萧慕贞等人。一九

五○年三月，黄挺超调离后，由陈大卫接任校长，教员有苏定球、苏懿中、罗

平、萧慕贞、苏呤拿等。同年下半年因办学经费筹措困难，只得停办。

五旬节会以北海为传教的据点，也向外围发展。最初是在钦州竹巷买地一

幅建立一间礼拜堂，前厅作为教徒做礼拜和对外宣传福音，后厅为教徒晚上做

祷告、查经之用。邓清舫、欧阳辉等人都曾在这里做过传道。一九四三年黄冠

三从北海入钦州后，一直在该会担任主任传道。解放后，因五旬节会从没有过

中国的牧师，发展教徒施洗和主领圣餐，都缺牧师主持，当地的教徒只得封立

他为牧师，但没有履行过教会规章制度中按立牧师的手续。

除钦州外，在东兴和合浦的西场也有一段时间设立过“福音堂”，进行宣传

布道，但因缺乏人员负责主持和进展不大，故不久便撤消了。一九三六年，也

在梅录租赁房屋开设一间福音堂，派中国传道人陈博文在那里主持，陈博文调



离后，由女传道潘惠慈继任，直至一九四四年在梅录逝世。一九四六年，许理

佳重来恢复教会后，便由苏志超、黄挺超经办，在梅录太康路买了廖姓的一座

房屋修建为福音堂，由黄挺超任传道。一九四七年黄挺超调来北海，由陈大卫

前往继任。一九五○年初两人又分别互调回自己的家乡任传道。

许理佳为了发展传教事业，培养一些青年教徒受到初级的神学教育，以便

担任传道职务，在香港和北海都举办过圣经学校，由北海、钦州、梅录等地教

会选派青年教徒参加学习(香港的圣经学校由香港各堂教会选派)。许理佳任校

长，教员有许理佳的师奶许珍珠和女传教士薛以道，中国传道黄冠三、许的翻

译员罗传烈、国文教员徐文(女)等。当时的学员有苏志超、黄惠明、苏哈拿、

黄挺超、黄爱虔、陈大卫、王家钦、梁五姊、廖宏才、符珍甫等人。这些学员

如黄惠明、黄挺超、陈大卫、苏哈拿等毕业后都分别在教会做了传道，(苏志超

参加学习不久，便往香港教会做传道)有些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读至毕业便离开或

另做其他职业了。

二

北海的基督教会和全国的基督教会一样，虽然在三十年代便已提出实行“三

自”，但是，能真正走“三自”爱国的道路，实现“自立、自养、自传”和“爱

国、爱教”两全的、还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做到。尽管在解放前，外国差

会的传教士，逼于中国教牧人员和教徒的觉醒，提出“三自”的呼声日高，不

得不在表面上给我们一些“自由”封立一些中国传道人为牧师、主教，让各教

派之间互相联系，如当时北海三个教派每月举行一次联合祈祷会，圣诞节互报

佳音，在抗战期在美国“救济总署”的组织下，联合举办物资救济点等，都曾

做过了一些工作，但是教会经济、行政的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传教士的手里，

教会很多重大的事情，都是 解放后，全国基督教在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倡

导下，于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全国各地教会

纷纷响应，我们北海三个教派也联合组织学习，经过充分酝酿协商，起草宣言，

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 日假座“娱乐戏院”，隆重举行全体教徒联合大会，



参加大会的共四百多人，并有有关政府部门的首长、干部列席，会上庄严宣读

《北海基督教联合会为拥护全国基督教革新运动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

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上参加签名的，有以林怡贤为首的教徒共四百一十八人。

会后并组织游行。这是北海基督教会获得新生的大喜日子。事后，钦州专区办

的《每日新闻》也报导这次联合大会的盛况。

广大教徒自参加三自革新运动签名后，大家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我

们教徒的爱国并不后人。在这之前，北海市进行认购爱国公债的宣传动员，我

们几间教会和教徒都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踊跃解囊购买爱国公债。党和政府号

召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我们教徒亦尽自已的能力积极

捐献。

一九五一年四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示教团体接受外国津贴的处理办法》

后，北海三个教派便即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外国差会割断经济联系，不再接受它

们的津贴。除圣公会的经费来源于华南教区，教牧人员仍可专职受薪外，信义

会和五旬节会的传道人都另谋职业，依靠工资维持生活，采取“义工”的方式，

用业余时间，做教会的工作，坚持走“三自”爱国的道路，不再接受外国差会

的津贴。

经过三自革新，教牧人员和教徒都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关心国家大事，

建立了政治学习制度，定期组织学习政治时事，积极依靠当地统战部门的领导，

邀请党政首长或干部对全体教牧人员，教徒作时事形势报告，从而激发我们的

爱国热忱，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做一个爱国爱教的

基督徒。

一九五四年，广西省召开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次会议，江之永、刘坚

信、陈大卫、张一新都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全国三自

运动的会议精神和听取省统战部首长的形势报告和讲话，及制订省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的章程，成立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我们参加会议回来，即向统战

部门汇报，并争取支持召开北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次代表会议，传达



全国和省三自会议的精神，并选举产生北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

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了江之永为主席，陈大卫、张一新为副主席，

秘书刘坚信，主持开展三自爱国运动，这次会议当地党委的统战部门和省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都很重视派干部参加会议并讲了话，省三自会亦派吴英才先生

前来指导。

一九五五年夏，广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全省的教牧人员

举办署期学习班。江之永、刘坚信、陈大卫、张一新等人也被邀请参加学习。

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基督徒所走的“三自爱国”道路是

正确的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

督教进行侵略的各种罪行，坚决和西差会割断一切联系，不再受他们的支配。

在这期间，我们在北海也举行了揭发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控诉会。同时政府所

举行的爱国运动都积极组织教徒参加，如参加“五、一”、“十、一”的节日集

会和游行，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残酷判决进步人士

卢森堡处电椅死刑和无辜杀害黑人牧师马丁路得·金等。

一九五八年，教牧人员和教徒也积极投入大跃进运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做

好本职的工作，同时三个教派组织大联合，同在一起进行礼拜聚会，过宗教生

活，真正实现基督教的大团结，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由于

基督教自觉起来革新，积极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因而逐步改变了当地人民群众

对基督教徒的观感。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一条极左的路线，因而虽然一九五四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但在各战线、各部门的基督徒，往往仍受到暗中的歧视，而且牵涉到家庭儿女。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更是倒行逆施，公然践踏宪法，因

此，天主教、基督教便成了横扫的“台风中心”，在各单位的基督徒，都被作为

“牛鬼蛇神”来批斗，几乎无一幸免。天主教、基督教被作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来捣毁，一切资料、档案、家具都被洗劫，荡然无存。甚至举办什么天主教、



基督教罪行展览会，玉石俱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基督教教牧人员，无所不用

其极，使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一个个成了“凉弓之鸟”，党的宗教政策被破坏殆

尽。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正确，随着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也逐步落实了。这几年

来，全国各地几乎每两、三天就有一、两处教堂开放或重新开放。北海市基督

教会也于一九八一年六月重新恢复三自爱国运动机构，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正在积极筹划重建教堂的工作。相信北海的基督教徒朝思暮想坐在新教堂里同

赞主恩场面的出现，将指日可待矣!让我们珍惜这颗失而复得的“宗教信仰自

由”的明珠，让它永放光芒吧!

(陈大卫执笔)1988 年 8 月 16 日脱稿

附注：

①安立间教会——基督教新教圣公会的别称，起初单指英格兰圣公会，后

亦泛指各国圣公会。“安立间”是英文 An——gliean 的音译，原意为“英格兰

的”。因圣公会起源于英格兰，故名。

②驱洋人——一九二六年，北海人民在第十师的支持下，驱逐了董恩典(英

女传教士)和“啤路鬼”这两个依靠帝国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分子。

③长老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该派的组织原则，由教徒推选长

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故称。

④信义会——遵奉马丁·路得“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督教新教会。属于路

德宗(即“信义宗”)。主要分布于德国北部、北欧各国和美国。鸦片战争后传

入中国，除少数教会使用“路德宗”名称外，大都使用此名。

⑤五旬节派教会——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主要流传于美国、加拿大、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典亦有传播。主张继承基督

徒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传统，故名。此派尚包括在组织上互不统一的许多



独立教会，诸如“神召会”、“使徒信心会”和“圣洁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