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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循道会的本色化之路*

) ) ) 以二十世纪前期为中心的考察

吴 义 雄

提  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到 20世纪前期, 华南循道会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从

19世纪末开始, 华南循道会就开始了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的尝试。在此过程中, 英国

传教士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既在传教实践中推动了这一趋势, 也从理论上进行了认真论证。他

们与英国循道会海外传教差会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矛盾, 也是围绕着本色教会的建立问题而展开的。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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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循道会是较早来华传教的新教差会之

一。1843年, 英国皇家陆军士兵李奥伦 ( Ro-

land Rees) 在香港英人中建立了一个循道会班

会, 曾由马礼逊施洗的中国人蔡高是这个组织的

成员之一。此为英国循道会在华活动的萌芽。

1851 年 1 月, 英国循道会的俾士 ( George

Piercy) 怀着在中国开启传教事业的抱负抵达香

港。是年底, 俾士离开香港前往广州, 在著名华

人宣教师梁发的帮助下开始传教活动。1852年,

英国循道会海外传道总会决定将毕治 ( W. R.

Beach) 和郭修信 ( Josiah Cox) 二人按立为传

教士, 遣往中国。他们于 1853年底在广州与俾

士汇合, 组成布道团。英国循道会在华事业的始

基, 由于俾士等人的努力而奠定
¹
。到 20 世纪

前期, 英国传道会在中国建立了华南、湖北、湖

南、宁波、温州、华北、西南等 7个教区; 1931

年, 又以此为基础, 成立了统一的中华循道会。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教区, 作为该会在华发

祥地, 一直在英国循道会的在华事业中占有重要

位置, 其各方面的活动也具有显著特色。本文不

打算全面论述华南教区的传教史或教会发展史,

而是在考察该教区在 20世纪前期发展之路的基

础上, 就其在建立本色化教会过程中所呈现的特

色, 进行初步研究。

一

所谓 /华南教区0 ( South China Dist rict ) ,

是在 1911年后的称呼, 此前该教区的正式名称

是 /广州教区0 ( Canton District ) º。初时, 俾

士等开始时在广州开拓教务, 陆续形成了以增

沙、第十甫和高第街三处教堂为中心的势力。在

其他教派势力相对薄弱的佛山, 循道会的事业后

来有了长足的发展, 到 20 世纪后, 佛山联区的

事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骎骎然超

越了广州联区, 佛山华英学校 ( Fatshan Haigh

College) 和佛山循道医院 ( the Wesleyan Fats-

han Hospital) 在当时声闻遐迩。在同样毗邻广

州的珠江三角洲, 包括新会、新宁 (台山)、开

平、香山 (中山) 等地, 循道会的势力在 1870

年代也逐渐滋长, 到 20世纪先后形成新会联区

和香山联区, 20年代后重组为新 (会) 中 (山)

联区和台 (山) 开 (平) 联区。循道会在 1870

年代后期开始在北江流域的传教活动, 向这一带

的客家人传教, 之后形成以韶州 (韶关) 和英德

为中心的传教区域。韶关后来成为华南循道会拥

有堂会最多的联区。到抗战时期, 北江地区更成

为许多教会人士的避难场所。1897 年, 广西梧

州开埠通商。是年, 先后在佛山、韶关行医多年

的循道会传教医生麦路德 ( Roderick Macdon-

ald) 来到梧州, 在那里行医传教。麦路德在梧

州的努力为循道会开辟了一个新区。到 20世纪

前期, 尽管梧州经历了长期战乱, 教会也多次面

临反教风潮, 但循道会在此地还是扎下根来, 最

后发展成华南教区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以上所述



外, 循道会在其真正的发祥地香港也始终维持着

它的影响。它在香港的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其

英人教会 ( English Church ) , 一是华人教会

( Chinese Church)。英人教会中的一个颇有特色

的部分, 是它的 / 士兵与水手之家0 ( Soldiers

and Sailors' H ome)。香港的循道会后来也成为

教区的一个联区, 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 不少教

会领袖都有在该地活动的经历
»
。

在本文所讨论时期的开端, 基督教会利用义

和团运动后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 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有利的政治和文化环境。1902 年由传教士

彼威廉 ( William Bridie) 所撰写的广州联区报

告, 叙述了一群满清官员参加圣经班的故事, 说

他们成功地在一个曾做过道台的姓惠的官员家

中, 每周日为一个 12人组成的绅士群体开设查

经班, 并使他们经常前往教堂参加礼拜, 从而

/在广州传教史上首次得以进入最显贵的家庭0。

他认为这表明 /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向一个处

在一般传教工作之外的阶层传播福音的机会来临

了0。¼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阶层中。负责佛

山传教事务的谭福道 ( Char les. A. Gaff ) 在

1906年的联区报告中写道: /这里的人民作为一

个整体已开始理解基督教传教士出现在他们中间

的真正目的。我们相信, 我们正处在东西方之间

在普遍人文原则的基础上更好、更清楚的相互尊

重和理解的前夜0½
。循道会在佛山的医疗和教

育事业, 正是在这些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此局面下, 循道会在华南各联会均取得进

展。就整个广州教区来说, 在 1905年, /会友人

数计有二千多人, 在二十年间, 增长了五倍0 ¾
。

虽然在进入民国时期后, 华南地区的政局一直不

稳; 而且, 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政权长期与英国

关系紧张, 而循道会的英国背景使其事业遭遇诸

多障碍, 但总体来看, 华南循道会的事业还是逐

渐地向前迈进。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 华南循

道会成为一个势力达于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部

分地区的教会。1925年, 在全国性的教会本色

化运动的背景下, 循道会广州教区易名为 /中华

基督教循道公会广州教区0。1931 年, 全国性的

/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0 成立后, 这个教区的正

式名称是 /中华循道公会两广教区0, 包括广州、
佛山、开新、台山、韶州、梧州、香港等七个

联区¿。

  以下根据有限的资料, 将循道会广州 (华南) 教区在 20世纪初期数年和 30年代数年的数据整

理成表, 或可较为具体地显示该会在 20世纪前期的发展概况:

年份
堂会与
基址

传教士
华人牧师、
宣教师等

信徒
人数

学校
教师
人数

学生
人数

医院
职员
人数

病人数

1901 40 8 7 1277 22 26 691 - -

1902 38 7 8 1376 23 30 544 - -

1906 - - - 2059 - - - - - -

1907 35 - - 2129 - - - - - -

1930 39 16 43 2856 11 - 710 2 52 14164

1931 39 14 40 2948 11 58 923 2 - -

1932 37 19 30 2835 11 51 995 2 51 21106

1933 40 19 32 3110 11 63 896 2 67 27009

1934 39 20 37 3233 11 72 934 2 68 28629

1935 41 22 35 3180 11 71 1299 2 66 25705

  资料来源: 英国循道会档案中各年份广州 (华南) 教区统计报表。

  从上表来看, 1930 年代前期华南教区各方

面的指标亦在近似的数字上徘徊, 这与 1929年

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差会经费的匮乏

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时期, 无论是英国传教

士, 还是中国教会领袖, 都在不断地向差会请求

各种名目的拨款, 要求增派传教士和医生, 以扩

大教会的事业, 但这些要求很少能够得到满足。

二

观察一个教会的发展情况, 量的扩张只是一

个指标。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其质的进展。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具体环境下, 所谓质的进

展就是教会脱离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供养与控制

而走向独立的进程。学界对此进程一般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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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0 和 /本色化0 来概括。循道会华南教区在这
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 在宣教事务方面, 循道会广州 (华

南) 教区从一开始就重视利用本地信徒的力量,

较早具备建立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教会的意

识。麦路德就曾写道: /多年以来, 我都认为教

会想把中国人培养成英国基督徒, 做得太过份。

很少人跟异教徒易地而处。我认为应该改变得愈

少愈好, 只有跟基督教教导、实践明显不容的地

方, 才去更改0À。要实现这种理念, 在传教事

务上便离不开中国信徒的帮助。华南循道会注重

训练本地信徒参与教务, 1890年, 利用一笔中

国人的 400元捐赠, 广州教区在增沙教堂 /创办

了专收男生的神学院0, 除正式的学生外, /还邀

请当地的传道人、别的教会的同工来选读研经,

或与个别职务有关的短期课程0Á , 训练本土教

会人员。

在教会的培养下, 从 19世纪末开始, 就陆

续出现了一些华人牧师、宣教师和踊跃参加各类

传教活动的平信徒。1903年, 广州华人循道会

牧师就教务问题致函广州教区年议会, 在信末列

名的华人牧师有李赞、苏伦、叶满、禤敬初、靳

荣谱、周学舒、刘霞川、吴中孚、谭卫之、卢香

轮Â。卢约翰在叙述 20世纪初广州教区的情形

时说, /广州教会在年纪较轻的 (华人) 牧师的

领导下, 稳步前进。这些牧师例如有刘夏川、梅

文炳、罗日新。以苏玉麟为首的一群热心的平信

徒, 都是好帮手0�lv。1922 年华南教区年议会记

录中出现的中国教会牧师名单, 还有李治平、庄

达昭、苏佩球、施少山、张楚贤、梁泽生、梁立

修、林敏良等。而作为 /教区代表0 列名的, 还

有禤奉常、冯锐光、霍俭臣、张国强、陈九经、

吴后昌等 22人
�lw
。1923年, 后来成为教区主席

的关更有出现在教区代表的名单中。

随着时间的演进, 华人教牧人员的地位也逐

渐提高。从华南循道会的记录来看, 在 1910年

之前, 作为教区最高权力机关的年议会, 基本上

是英国传教士的论坛, 华人牧师、其他神职人员

和平信徒代表只是列席会议, 没有多少发言权。

从 1911年开始, 参加教区年议会的华人牧师的

地位开始逐渐提高。在 1920年之后, 特别是在

非基督教运动期间、 /六二三惨案0 之后, 循道

会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 传教士不得不在许多事

务上依靠华人牧师, 后者的地位由此迅速上升,

从敬陪末座渐渐与传教士平起平坐。1925 年,

在反帝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之际, 华南循道公会正

式成立。/六二三惨案0 发生后, 教区主席张德

辅在致伦敦总会的信中表示, / 对我来说很清楚
的是, 我们所有人 (传教士) 可能都要撤退0 �lx。

次年 6月教区传教士会议的文件称: /教区的大

部分日常事务实际上已由中国人控制并进行0 �ly
。

在 1944年, 华人名牧黄仲凯成为教区主席。同

时, 他也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的常务委员�lz。

在黄仲凯之后, 先后担任这一职位的还有关更有

和熊贞沛。

中国基督教会能否实现自立或本色化的另一

个关键因素是本地教会能否实现经济独立, 即所

谓 /自养0。华南循道会较早提倡并较早实践这

一理念。1904年, 陶佐治和张辅德代表广州教

区在代表广州教区写给总会的信中宣布: /广州

教区正竭尽努力朝向建立一个自养的本土教会的

目标迈进0, 为实现这一目标, 作了两方面规定,

其一是 /新立牧师全由本地教会供养0, 即 /所
有现有的本地牧师均由当地的教友供给, 而且作

为一项原则, 本教区从不建议将未获得由地方资

金供养之保证的候选人按立为牧师0; 其二是在
教区建立 / 维持基金0 ( Sustentat ion Fund) ,

/我们很高兴地报告, 教区内各处教会均向维持

基金捐款, 而且这种捐款在持续增长之中0。�l{这

种规定, 反映了广州教区在实现本地教会自养方

面已经迈开关键性的步伐。在 1912年华南教区

传教士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中, 有一项即是将实现

自养作为教区的一个目标, 并 /希望将此目标与
传道总会百年庆典联系在一起0 �l|。在此政策下,

在 20 世纪前期的数十年里, 教会自养的趋势得

到不断增强。笔者在广州市档案馆看到一份循道

会广州第十甫堂 1934 年的财政预算表, 在其

2368元的预算中, 有 1300元来自 /教友常年费

捐0, 240元来自 /礼拜日献金捐0, 200元来自

/服务团援助捐0, 剩余的部分分别为 /求助牧师
款0 460元, /求助女传道款 48 元0, 求助堂费

120元�l}。这其中的 /求助款0, 可能来自差会补

助。因此, 第十甫堂尚未实现完全自养。不过,

其来自信徒捐赠的收入占了大半, 这已是不错的

记录。解放后, 广州市政府对宗教团体接受外国

津贴的情况进行调查, 循道会华南教区在回答外

国 / 有多少钱和东西捐助你们0 的问题时说:

/一九二五年以前, 本会工作人员生活费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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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费大部分由英国循道公会教友捐助。自一九

二五年由华人管理后, 进行自治、自养、自传运

动, 故英国循道公会之捐款, 次第减少, 如全教

区各教堂之经常杂费及部分传道人员薪给, 均由

华人自行负担0 �l~。这种说法, 与第十甫堂的状

况是相吻合的。

当然, 限于现实条件, 建立自养、自治、自

传教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而需经历一个漫长

的过程。即使到了本色教会发展时期的 1930年

代, 华南教区在基金上仍然需要英国母会供给。

笔者阅读了循道会广州 (华南) 教区从 1900年

到 1937年历年给伦敦总会的报告和信件, 看到

几乎每一份文件都向总会要求增加拨款。直到解

放初期, 各处堂会的基金困难都一直存在, 真正

实现彻底自养的堂会可谓凤毛麟角。在自治方

面, 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本地

教会领袖的成长不能完全满足教会事业的需要,

需要继续仰赖传道总会派遣传教士、医生或教

师。前文的统计表显示, 在所谓本色化时代, 循

道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士从 7、8名增加到 20多

名, 这固然不可解读为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负面现

象, 但至少可以说明本地教会在实现真正的自传

方面还需经历漫长的道路。

三

诸如此类的困难在总体上并不影响教会自立

和本色化的基本趋势, 因为这一趋势不仅是中国

基督徒的长期追求, 也是外国传教士的普遍意

愿。华南循道会在自立和本色化运动时期的一个

显著特点, 就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对教会的本色化

的积极倡导和论证。由于资料有限, 笔者未能看

到华南循道会的中国教会领袖在这方面的著述,

但在英国循道会档案中保存的有关文献, 却清晰

地显示了其华南教区传教士的思想和态度。

在进入 20世纪后, 循道会华南教区传教士

就开始思考教会的未来之路。这种思考并非由某

种理念影响所致, 而是产生于这个教区传教事务

的实际过程。1910年, 陶佐治执笔撰写了一份

13页的 5传教基地与分散传教站之各自价值评

估报告6。限于篇幅, 本文不打算广泛讨论循道
会传教士的本色化思想, 而是对这份有代表性的

文献进行集中探讨。

所谓传教基地 ( mission base) , 即在中心城

市建立传教中枢机构, 由外国数名传教士集中居

住在同一建筑内而形成的传教士中心, 以巡回布

道、培训各地教会人员、主持医疗、教育、文

字、出版等项工作等形式发挥作用, 并负责对分

散在各处的联区或堂会进行指导。当时, 除广州

外, 佛山、梧州和韶关符合这一定义。而所谓分

散传教站 ( solitary stat ion) , 是指在区内各地有

外国传教士长期居住的 /总部0, 通常由一名传

教士负责某一地区所有堂会的教务。
�mu
该报告所

阐述的问题是, 在循道会华南教区, 究竟应采取

何种形式进行传教活动?

陶佐治从 8个方面论证, 循道会华南应该采

取建立传教基地, 而非分散传教站的形式。首

先, 他认为后者不利于传教士的身心健康。华南

地区的气候本来就对英国传教士的身体状况构成

威胁, 而在陌生的人群中孤独、紧张的生活则更

容易摧毁其健康。其次, 在此情况下, 因疾病和

休养导致的传教士的离开便会使其负责的地区教

务无法持续。

第三, 在陶佐治看来, 更为重要的是, /那
种普遍存在的认为传教士的邻近居住对于地方教

会的属灵生活、财政和信徒人数的增长具有必要

性的观点, 是一种严重的缪见0 (第 4页)。他认

为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史证明这种观点是靠不住

的, 而将这种靠不住的观点应用到 /非基督教世

界0 也必定无所帮助。传道团不仅无法进行这样

大规模的试验, 而且这种观点还导致对本地教牧

人员作用的低估, /同时, 这也会混淆一个伟大

的真理, 即福音是因上帝的力量而非人的力量传

播0 (第 4页)。他以长期由传教士居住的广州联

区和长期没有传教士固定居住的新会联区的情况

进行对比, 说明广州的教会发展并不比新会联区

更为优越, 尽管广州拥有某些中心城市地位带来

的优势, 但这与传教士无关。

陶佐治继续论证说, 外国传教士的身份注定

使其无法胜任中国基督徒之牧者 ( Pastor ) , 因

为这一职位要求与普通信徒在生活上、精神上、

文化上密切接触, 而这又需要熟练掌握本地语

言, 能够洞悉信徒的内心世界和基本性格, 这是

传教士所无法达到的要求; 即使能达到, 其人数

也是不够的。而且,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基督
教只有依靠常规的资源成长才能够成功地植根。

传教士对其创建的教会至上的职责是呵护它实现

真正的本色化, 完全独立于外来的帮助, 实现这

一点后, 在这普遍的运动中相互之间就形成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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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0。他解释说, 所谓独立就 / 意味着自
养和自治0。(第 6页) 在此原则下, 地方教会寻

求 /正常资源0 而非外国资金就是至关重要的。

一旦实现这一点, 传教士的 /邻近居住0 就完全
失去了必要性。可见, 在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本

色化的概念, 陶佐治在 1910 年就给予了较为充

分的阐述。

这样, /分散传教站0 的方法就失去了理论
根据。陶佐治文章的第四和第五点论证, 通过巡

回布道, 兴办医疗、教育、出版等事业, /传教

基地0 可以富有效率地实现传教运动的目的。在
此方法之下, /母会0 的基金负担也可以得到缓

解, 较之向每一个分散的传教站提供资金, 建立

传教基地所需资金将大为减少。这是文章第六点

的内容。

陶佐治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重要因素, 即无论

是中国基督徒, 还是非基督徒, 时下表现出来的

一种共同的精神是 /不喜欢外国的干涉0, 他预

言这种时代精神 /在教会中将得到突出的发展0。
例如, 在广州, 已经出现了长老宗、卫理宗、浸

礼宗的 /完全脱离传教士控制的教会0; 而在北

京, 3月份 /一群基督徒向内政部请求许可组织
一个纯粹由中国人组成的 -传教会. 0。 (第 11

页) 他认为传教政策必须对这种方兴未艾的民族

主义倾向作出善意的反应, 否则, 可能出现的对

立将会影响到 /中华归主0 的努力。陶佐治在文
章的第 8点还援引其他差会的政策调整来加强他

的观点。

陶佐治的上述观点代表的是华南教区传教士

的看法。在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后不久,

华南教区的年议会就开始讨论向中国人移交教会

事业的问题。1923 年 1 月召开的年议会的一项

决议明确表示: /我们欢迎这样一种普遍观点,
即我们的大部分事业应当向传教区域内适当的教

会权力机构移交, 并希望在此方面立即无误地采

取重要步骤0。按照作出这项决议的传教士的设
想, 华人牧师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教区年议会

是这种 /适当的机关0, 应当拥有管理 8个方面

事务的权力: 本地神职人员的遴选和考核; 本地

教会组织原则的确定; 教区各类捐款; 布道事工

和英国循道会为此目的提供的拨款; 教会教育和

英国循道会为此提供的拨款; 各类教产; 教区与

其他教会之间的关系; 其他相关事务。决议指

出, 应该在教会宪章中明确规定, /随着教会的

壮大, 我们机构中的本地人员对外国人员的比例

应自然地增长, 而权力的移交也应在教会适于自

治的情况下逐渐和自然地进行0 �mv。也就是说,

传教士应逐渐淡出, 而中国教会领袖将占据中心

位置。这种重新构建教会体制的设想, 是当时中

国基督教普遍倡导的中国教会从传教士中心走向

本色教会中心的观念的体现。

1926年, 在 /五卅运动0 后的一系列民族
主义运动中饱受冲击的英国传教士, 更加坚定地

决心向中国本地教会移交各项事业。这年 6月的

一次传教士会议专门作出了关于移交的决议。他

们衡故形势, 从多个方面论证了立即向中国教会

移交权力和财产的必要性, 制订了移交教会领导

权、教会学校、医院和其他财产的长达 28页的

详细计划书
�mw
。他们的这种姿态, 对于教会的本

色化, 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以上所述过程中, 从上述有关教会本色化

的观念出发, 华南教区与英国循道会海外传道总

会曾在一些事关教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

论, 其中关于。/海外教区议会事务程序0 的争

论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海外教区议会事务程序0 ( Order and Form

of Business of For eign Dist ricts) 是英国循道会

传道总会定期颁布的文件, 是对海外教区的实行

管辖的一个精神上和行政上的象征。而华南教区

对这种来自总会的正式文件的抗拒态度, 则是反

抗这种管辖的一种强烈姿态。早在世纪之初, 各

联区就对总会所颁 /教区议会事务程序0 视若不

见。这种怠慢态度后来发展成公开的非议。1923

年的年议会上, 教区地方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强

调, 总会的 /海外教区议会事务程序0 必须 /完

全按照最简单的方式予以彻底改动, 以使我们确

认, 在我们的教友保持真正的循道会信徒的精神

的同时, 英国循道会的繁琐的体制的大部分都不

适合于真正的中国教会0。他们要求在华教区应

该有修改 /程序0 的全权�mx
。这就是说, 不同意

总会规定的 /程序0 的原因, 是因为不希望年轻

的中国教会受到母会过于繁琐的体制的沾染。

1924年, 关于此事的争执起。华南教区张辅德

等传教士在致总会的一封特别函件中认为, 严格

执行总会规定的程序意味着在中国建立一个由传

教士控制的、按照英国方式建立的循道会, 而这

将束缚 /地方教会的自由0, 故他们反对; 相反,

应根据中国教会的特点改订 / 程序0, 使其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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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完全接管各种责任和职权0 的需要。
从建立独立的本色化的 / 中国教会0 的观念出

发, 就可以发现总会的 /程序0 是 /一个根本上

错误的东西0, 因为它要控制海区教区的特点不
符合上述思想�my。

关于上述 /程序0 之争, 英国总会多次表示

可以采纳合理的修改意见。我没有发现后来如何

解决此事的函件, 但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中文 5教

区议会事务之程序6 来看�mz , 的确带有浓厚的中

国教会色彩。这表明, 总会也许接受了华南教区

的修改意见。但重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传教士在

这两个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意

识。华南教区的个案表明,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

教会本色化运动, 并非只是中国教会人士的思想

和主张。中国教会在成长过程凝聚起来的内在动

力, 很早就在传教士的思想里显示出来。在 20

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理论和实践中, 循

道会华南教区传教士的探索, 无疑具有其不可忽

视的价值。

(责任编辑: 东  月)

*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卢龙光教授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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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发展策略0 课题成果, 根据本人提交给 2005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举行的 /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
会0 的会议论文删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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