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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滔谷僳僳族村的實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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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in the traditional missionary centers and 
popular spots of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reveals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 of Christianity from a new perspective, whi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Based on 
documentary and fieldwork material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 traditional popular spot, Taogu Lisu 
Village in the North Yunnan, and presents the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social context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life. In the end, it analyses the reasons of the decl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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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believers,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ontext. 

Keywords: Christianity, ethnic groups, popular spots, decline 

基督教在雲南少數民族傳統傳教中心和熱點地區的衰落，讓
研究者重新認識基督教的發展規律，從而全面地了解基督教
在中國的本土化歷程。本文在文獻和田野資料的基礎上，梳
理了基督教在滇北傳統熱點地區滔谷村的傳播發展歷史，以
宗教生活的內部呈現和外部呈現兩個維度闡述基督教在現代
社會情境中的衰落及其表現，從信徒、宗教組織和社會等層
面對基督教衰落的原因進行系統分析。 

關鍵字：基督教、少數民族、熱點地區、衰落 

 

基督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和眾多的信
徒。雲南省以多民族、多宗教著稱，基督教自傳入雲南少數民族地
區之初，就不斷與當地社會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並成功融入其
中。因此，基督教在少數民族社會中的發展及其互動關係，就成為
了學術研究的重點。 

國內關於基督教在少數民族社會中的發展及其互動關係的研
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 基督教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本土化，包括理論和概念研
究、本土化路徑研究等。當代中國教會「本土化」思考
第一人趙紫宸，以及嘗試建構「中庸神學」的吳雷川等
對基督教本土化做了基礎性探討。何其敏研究了雲南境
內多種宗教類型的本土化方式。1 張仲鑫研究了外來宗教
與本土宗教文化的雙向適應關係。2 

                                                                                                                                               

1 何其敏：〈宗教本土化多樣性的啟示〉，載《當代中國民族宗教問題研究》，第
3 集，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秘書處編（蘭州：甘
肅人民，2008），145–56。 

2 張仲鑫：〈淺論外來宗教的本土化─以泉州宗教為契入點〉，《海交史研究》
（2002年 6月）：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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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教對少數民族的影響。韓軍學對基督教與雲南少數
民族相互關係進行探討。3 錢寧闡述了基督教傳入少數民
族地區所導致的社會文化變遷。4 

三、 基督教傳播的歷史。秦和平梳理了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
區的傳播史。5 楊學政等闡述了基督教在雲南的傳播發展
歷程。6 

四、 基督教傳播發展的實證研究。徐志嘯對基督教在中韓兩
國歷史上的傳播情況進行比較研究。7 田斌生從功能論的
視角闡述了社會結構與宗教文化之間相互影響和異化關
係。8 

國外對雲南少數民族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苗族宗教、拉祜族
宗教等。柏格理(Samuel Pollard)、王樹德(William H. Hudspeth)、
邰慕廉(Frank J. Dymond)9 等人曾在滇東北昭通地區和貴州威寧地
區傳教，同時也是基督教在當地傳播過程的親歷者，他們在一系列
著作中記載了基督教在花苗族社會中的傳播歷程。 10  甘鐸理 (R. 
Elliott Kendall)整理出版了柏格理在中國傳教時期的日記，11 並為

                                                                                                                                               

3 韓軍學：《基督教與雲南少數民族》（昆明：雲南人民，2000）。 
4 參見錢寧：《基督教與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1998）；〈雲南邊疆少數民族信仰基督教的社會歷史原因分析〉，《中南民族學
院學報》（1998年 7月）：39–43。 

5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區的傳播史》（成都：四川民族，2003）。 
6 楊學政：《雲南宗教史》（昆明：雲南人民，1999）。 
7 徐志嘯：〈基督教在中韓傳播的比較與思考〉，《韓國研究論叢》，第 7 輯
（2000年 1月）：238–48。 

8 田斌生：〈雲南少數民族原始宗教向基督教轉變的社會結構─功能分析〉，
《思想戰線》（1997年 2月）：8–15。 

9 Will Harrison Hudspeth, Stone Gateway and the Flowery Miao (London: Cargate Press, 
1937). 

10 Samuel Pollard and Frank J. Dymond, The Story of the Miao (London: Henry Hook, 
1919); Samuel Pollard, Tight Corners in China (London: Andrew Crombie, 1921); 
Samuel Pollard, In Unknown China: Observations, 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s of a Pi-
oneer Missionary (London: Seeley, Service and Co. Ltd., 1921). 

11 R. Elliott Kendall, ed., Eyes of the Earth: The Diary of Samuel Pollard (London: Car-
gate Press,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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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撰寫傳記。12 Nicholas Tapp 試圖結合歷史和人類學資料以揭示
苗族接受基督教的影響，並去除對基督教反應的某些常量，以比較
苗族人接受天主教和接受新教信仰對該族的不同影響。13 Anthony 
R. Walker 闡述了中國西南部拉祜山區的佛教運動及其結果，在拉
祜族接受佛教後，大量寺廟在拉祜族社區建立；拉祜族的厄莎神被
賦予了佛教寓意。文中也討論了部分拉祜族的信仰從佛教向基督教
轉變的現象。14 

現有研究均從正面立場對基督教在少數民族社會中的發展歷
程、本土化路徑、文化影響、社會功能等方面進行探討，但是對於
基督教在中國，特別是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衰落現象研究不足。基
督教作為外來文化，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發展至今已逾百年，
不同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情況出現很多變化。基督教在部分少數民
族地區仍舊如火如荼的傳播發展，但部分傳統傳教中心和熱點地區
的衰落現象日益明顯。事實上，基督教界與世俗社會的變遷同時進
行着，基督教衰落是一個全世界都可見的現象。人們不再全盤接受
基督教，而是有選擇地挑選某些信仰；信徒和宗教組織之間更多是
保持一種鬆散的聯繫，對上帝的認識也越來越模棱兩可。15 

關於宗教衰亡的議題，哲學、宗教學、社會學界的學者就曾
試圖在理論層面上進行解釋。馬克思主義認為隨着人類對自然和社
會的認識日趨深化、科學知識越來越豐富以及生活條件逐漸改善，
人們不再像早期那樣依賴宗教，它將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喪失其社
會功能和地位。彼得．柏格(Peter L. Berger)認為宗教作為一種神聖
的帷幕為人類世界建造穩定秩序，但是宗教在祛魅的現代社會中，

                                                                                                                                               

12 R. Elliot Kendall, Beyond the Clouds: The Story of Samuel Pollard of South-West China 
(London: Cargate Press, 1948). 

13 Nicholas Tapp, “The Impact of Missionary Christianity upon Marginalized Ethnic Mi-
norities: The Case of the Hmo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 no. 1 (1989): 
70–95. 

14 Anthony R. Walker, “A Mahāyānist Movement in the Luohei Shan (Lahu Mountains) of 
Southwestern Yunnan,” Inner Asia 11, no. 2 (2009): 309–33. 

15 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宗教與日常生活》(Religion and Everyday Life) ，
黃劍波、張華、王修曉、林宏譯（北京：中央編譯，2010），1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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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和理智的衝擊使它喪失了傳統的社會功能，即宗教世俗化。柏
格對此感到悲觀。16 宗教在現代社會中非但沒衰落，反而有所發
展，世俗化理論對此缺乏解釋力。美國學者羅德尼．斯達克
(Rodney Stark)運用宗教市場理論作出了解釋。宗教市場由產品供
給者（教職人員）、消費者（一般信徒）和宗教產品（宗教活動）
所構成。在各宗教自由競爭的環境中，神職人員為了宗教生存與自
身發展，不斷創造並供給新的宗教產品，從而促進宗教發展和保障
自身的市場份額。如果宗教市場被國家力量所主導，那麼宗教供應
商失去了創新宗教產品的機會，這將會導致宗教衰落。同時，宗教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與社會運行密切整合，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
經濟系統等要素同樣影響宗教的發展和變遷。因此，在運用宗教市
場理論分析宗教現象時，同樣需要考慮社會結構、制度和經濟等因
素。17 

本研究在文獻和田野資料的基礎上，梳理了基督教在滇北地
區滔谷村的傳播發展歷史，以宗教生活的內部呈現和外部呈現等兩
個維度闡述基督教的衰落及其表現。本研究中基督教的衰落意指基
督教在地方社會中的一種發展趨勢特徵，它具有多重內涵，即基督
教在信徒和組織層面的規模減小，同時也指基督教在地方社會中的
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減退。相對於基督教在當地社會發展的鼎盛時
期而言，雖然信徒人數在個別時期有增長，但是基督教在總體上呈
現衰落趨勢，無法與鼎盛時期的規模和社會影響相較。在現代社會
中，基督教面對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衝擊，並非某一種單
一力量造成了上述的衰落趨勢，而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導致的結
果。因此，本研究將從信徒（微觀）、宗教組織（中觀）和社會

                                                                                                                                               

16 20 世紀 90 年代，柏格在《世界的非世俗化》一書中，提出了宗教的「非世俗
化」觀點，修正了自己的世俗化理論。在此只是對傳統範式的一些簡略回顧，不
再展開討論。參彼得．柏格 (Peter Berger)等箸：《世界的非世俗化》（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李駿康譯（上海：古籍，2005）。 

17 羅德尼・斯達克(Stark Rodney)、羅傑爾・芬克(Roger Finke)：《信仰的法則─
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楊鳳
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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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等多個層面對基督教衰落的原因進行系統分析。此進路的
研究可以從另一角度重新認識基督教的發展規律及其本土化歷程。 

 
一、基督教在滔谷傈僳族村的發展歷程 

 
（一）田野點概況 

 

滔谷村位於雲南省武定縣西北部，距縣城 128 公里，下轄 10 個自
然村。全村人口 446 戶 1,744 人，其中少數民族人數 1,544 人（傈
僳族 1,291 人，彝族 253 人），漢族人數 200 人。傈僳族為當地
主體民族，主要信仰民族傳統宗教和基督教。傈僳族擁有本民族特
有的服飾、民歌和藝術文化。民歌分「民各」、「阿得」、「唆酒
調」三類，均為五言句，分場合、地點演唱。此外，民間藝人的嗩
吶音樂、刺繡和石雕藝術也是當地較有代表性的文化事項。 

滔谷村日常生活與現代社會密切同步，經濟結構多元，資訊
媒體通暢，現代教育設施初步建立。村民的經濟收入主要來自農
業、林業和外出務工等方面。該村耕地總面積 1,914 畝，人均耕地
1.14 畝，主要種植玉米、烤煙、青豌豆、小麥等農作物；擁有林
地 23,141 畝，人均經濟林果地 0.6 畝，主要種植石榴、核桃、柑
橘等經濟林果；其他面積 3,025 畝。2015 年農村經濟總收入
1,799.11 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 6,777 元，農民收入以種植業為
主。全村外出務工收入 62.02 萬元，常年外出務工人數 177 人。18 
在傳統農業基礎上，外出務工是當地傈僳族的另一收入來源。2015
年，滔谷村有 440 戶家庭通電，416 戶擁有電視機，396 戶擁有行
動電話。村中建有完小一所，為本村和周邊地區適齡兒童提供基礎
教育。經濟結構多元發展，現代媒體技術的融入，以及基礎教育的
設立等，都給當地社會人口和生活方式帶來了變遷，並進一步影響

                                                                                                                                               

18 相關資料引自《雲南數位鄉村》，〈雲南省楚雄武定縣環州鄉滔谷村委會〉詞
條，http://www.ynszxc.gov.cn/S1/S549/S637/S640/S8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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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督教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傈僳族群眾的宗教信仰方
式。 

 
（二）滔谷村基督教發展歷程 

 

滔谷村在歷史上曾經是滇北地區的傳教中心和熱點地區，其影響和
輻射範圍涉及雲南、四川兩省的市縣和地區，在雲南基督教發展史
上佔據了重要地位。1909 年由基督教內地會創立滔谷傈僳族基督
教會，後又設立了學校、神學院等機構，信徒數量逐漸增加，在
20世紀 50年代達到頂峰。1949年以後，滔谷基督教會逐漸斷絕了
與外國傳教團體的宗教事務以及經濟聯繫，外國傳教士陸續離開中
國，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發展。 

1877 年，內地會傳教士麥嘉底(John M. Carthy)自東向西徒步
穿越雲南抵達緬甸八莫。此後，外國傳教士分別從滇東北和滇西南
兩條路線逐漸進入雲南傳教。1881 年，內地會傳教士喬治．克拉
克(George Clarke)夫婦從緬甸進入雲南，在大理租房建立起雲南第
一個基督教會。1904 年，柏格理在滇東北的石門坎建立教會，以
此為中心向附近的苗族傳教。1912 年，聖道公會西南教區在昭通
建立，分別以石門坎和昭通為中心在黔西南和滇東北地區發展，使
數萬人皈依基督教成為信徒。 

聖道公會的傳教力量進入滇北地區後，當地大量的彝族、苗
族、傈僳族群眾皈依基督教。柏格理(Samuel Pollard)為實現「傳通
苗族」的計劃，先後派遣英籍傳教士張爾昌(Gladstone Porteous)和
澳籍傳教士郭秀峰(Arthur G. Nicholls)到武定縣灑普山主持教會工
作。1912 年以後，由於灑普山苗族教會已成為滇北苗族信徒信仰
的中心，便獨立於石門坎自立門戶。此後，灑普山成為滇北基督教
的「聖地」，信徒包括苗、彝、傈僳、傣族等少數民族群眾。19 
1919 年，基督教內地會英籍傳教士王懷仁(Alexander Metcalf)受郭

                                                                                                                                               

19 張坦：《「窄門」前的石門檻─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邊苗族社會》（貴陽：貴
州大學出版社，2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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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峰委派來到滔谷村開辦傈僳族教會。1923 年，郭秀峰在灑普山
教會主持成立了「基督教內地會滇北六族聯合會」，設立了六個總
堂：1、武定灑普山苗族總堂；2、武定滔谷傈僳族總堂；3、祿勸
撒老塢黑彝族總堂；4、尋甸新哨彝族白彝族支系總堂；5、武定阿
谷咪彝族幹彝族支系總堂；6、武定老把傣族總堂。20「六族聯合
會」的 6 個總堂下轄 51 個分堂、182 個支堂。滔谷作為傈僳族
總堂所在地，成為當時的傳教中心和熱點地區。滔谷教會（縣直
管）承擔四川省（會理、會東、米易）、雲南省（武定、祿勸、永
仁、元謀）各地傈僳族聚居區的基督教事務。教會在滔谷村先後建
立了衛生室、小學、中學、聖經學校（1945 年後升格為滇北神學
院）等，周邊地區五分之四的傈僳族都皈依基督教。1936 年，武
定縣縣長呈報的調查報告顯示，當時滔谷教會的基督教信徒達到了
6,000餘人。調查報告內容如下： 

地名別： 四十一村滔谷 

業主姓名：公地 

房屋間數：約二十間 

租戶：  王懷仁（澳洲人） 

租金：  教民全村公送 

用途：  耶穌堂並住宅 

教士：  大小三人 

教民：  約六千餘人 

人數：  六千有餘 

行為：  設滔谷宣仁教民小學校，教民子女均入校，信耶

穌，時時勾引宣傳密勸教民（學生）將萬餘人21 

                                                                                                                                               

20 楊福泉：《雲南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8–2009》（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9），73。 

21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雲南宗教研究─雲南基督教史料專輯》（昆
明：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2004），2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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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初，基督教逐漸斷絕了與外國傳教團體在宗教事務
以及經濟上的聯繫，開始獨立發展。這一時期滔谷基督教發展達到
了鼎盛。滔谷總堂下轄 20 個分堂，100 多個聚會所，正式受餐信
徒約有 3,000 人，普通教友上萬人。22 土地改革時期(1950–1952)，
宗教場所和宗教活動受到衝擊，滔谷教會信徒數量急劇減少。文化
大革命時期(1966–1976)，由於極左思想的影響，宗教活動全面中
斷，信徒的宗教活動轉入地下。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以後，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逐步恢復和落實，教會相繼恢復活動，信徒人數逐漸
增加。1997 年，環州鄉有傈僳族信徒 2,821 人，其中拉務村 583
人，他貞村 396 人，滔谷村 750 人，千則古村 850 人。2009 年 11
月，滔谷教會在原址上新建教堂，可容納 800 餘人，有信徒 310
人，已備案教職人員 5人。 

 
二、基督教在現代社會情境中的衰落及其呈現 

 

在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社會環境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
的變化。宗教系統需要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運行，以物質實體和社
會行動的方式呈現，這包括了宗教內部和宗教外部兩個維度。基督
教衰落現象也同時在這兩個維度中呈現。 

 
（一）基督教衰落的內部呈現 

 

滔谷村基督教衰落的內部呈現包括宗教信仰虔誠度降低、教堂輻射
半徑縮小、信教人數及參加禮拜人數減少等三方面。這些要素是宗
教作為一個系統運行的基本條件，反映了基督教在特定社會中的存
在狀態和方式。 

  

                                                                                                                                               

22 韓軍學：〈雲南基督教內地會〉，《雲南宗教研究》第 2期 (1988):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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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督教信仰虔誠度降低 

 

信仰虔誠度是判斷信教者對某一宗教委身程度的標準之一，主要包
括了禮拜時間、次數和禱告頻率等指標。首先，由於農作物種植、
經濟林果和烤煙等不同產業的發展延長了信徒的農忙時間，信徒參
加聚會和禮拜的時間被壓縮了，甚至部分人放棄了到教堂聚會禮
拜。其次，聚會時間較短，活動流於形式。除禮拜日白天在教堂聚
會的時間相對較長外，其他的晚間禮拜時間都較短。據筆者記錄，
晚上做禮拜的程序大概包括：唱讚美詩 10 分鐘，集體禱告 3 分
鐘，信徒領唱讚美詩 20分鐘，唱頌主詩歌 5分鐘，大約 38分鐘左
右。因為沒有合適的傳道員認真引領禱告，聚會已經帶有半娛樂性
質，其中大部分時間用於聊天。最後，私下禱告的時間和次數減
少，頻率降低。在滔谷村，早禱和晚禱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只保留
着飯前禱告。很多信徒在離開教堂後便不再禱告。 

 
2、教堂輻射半徑縮小 

 

教堂輻射半徑主要指參與禮拜信徒所在村子與教堂的距離，它是衡
量一個教堂影響力大小的重要指標之一。輻射半徑較大的教堂影響
的範圍比較廣，反之，輻射半徑較小的教堂影響力較弱。在「滇北
六族聯合會」時期，武定滔谷傈僳族總堂負責主持雲南和四川兩省
傈僳族聚居區的教會活動，教堂輻射半徑較大。現在滔谷教堂輻射
半徑已經急劇縮小，失去了基督教傳播中心的地位。雖然滔谷教堂
在名義上保留了傈僳族總堂的稱呼，但各分堂均獨立運行，與滔谷
總堂之間並沒有實際隸屬關係。滔谷教堂現在實際輻射範圍僅僅包
括環州鄉內滔谷村周邊 7個行政村，即他拉撥、上乍車、下乍車、
吝車大村、吝車小村、則彎和吝車上村等。從輻射半徑和實際影響
範圍看，滔谷教堂的影響力已經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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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徒數量及參加禮拜人數減少 

 

信徒數量的多少是反映一個教會發展情況的基本指標。發展較好的
教會擁有較多信徒，而信徒數量的減少則是基督教衰落的表現之
一。從歷史資料和現實情況中可以看到滔谷教會信徒數量的變化趨
勢。1936 年武定縣縣長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教民人數」的統計
上，灑普山約為 600 人，滔谷多達 6,000 餘人。而且，1920 年以
前，滔谷教會在宣教事工和發展信徒方面就處於領先地位，曾「派
遣五人為傈僳族宣教師，三人至思茅工作，二人至努蘇族中工
作。」23 

環州鄉信教人口比較（1997年）24 

雖然現在滔谷村教堂聚會人數遠超周圍的教堂，但從整體趨
勢來看，信徒人數和參加聚會的人數均呈現下降趨勢。1997 年統
計的資料表明，在環州鄉信教人口中傈僳族信徒比例大，居於主體
地位。環州鄉有宗教堂點 26 個，信教群眾相對集中在影響較大的
拉務村（583 人）、他貞村（396 人）、滔谷村（750 人）和千則
古村（850 人）等地。參與滔谷教堂禮拜的人數最多時近千人，參
加者有環州鄉、東坡鄉、妥安鄉等周邊地區，甚至來自元謀縣。25 
前文已述，2009 年，滔谷教會有信徒 310 人，共 5 名神職人員。
筆者在 2015 年 6 月調研時發現，滔谷村新建的教堂能容納 800

                                                                                                                                               

23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 年》（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2007），486。 

24 根據武定縣相關統計資料整理。 
25 根據武定縣相關統計資料整理。 

民族 人數 總人數 各民族佔總
人數比例 

信教
人數 

信教
總數 

在全鄉信教人
數中的比例 

彝族 1,974 

12,072 

16.3% 328 

3,293 

4.3% 

漢族 3,398 28.2% 144 10.0% 

傈僳族 6,700 55.5% 2,821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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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禮拜日去做禮拜的信徒僅有 200人左右，農閒時期人數會增加
至 300餘人。 

 
（二）滔谷村基督教衰落的外部呈現 

 

基督教衰落的外部呈現主要側重於考察基督教與社會運行的相互關
係及其表現，從這些關係中分析基督教的衰落現象及其特徵。滔谷
村基督教對社會風俗的影響力淡化，信徒並不認為基督教需要參與
到民族節日、社會生活的重要儀式中（婚禮、葬禮等）；基督教的
社會參與性降低，慈善傳統和公益傳統難以為繼；基督教對文化和
教育的影響減弱，其教育功能和醫療功能為現代教育和醫院取代。 

 
1、基督教對社會風俗的影響力淡化 

 

耶誕節是滔谷的重要基督教節日，這是基督教在社會風俗中的主要
表現之一。在元旦、春節等節日期間，教會組織一些比賽活動吸引
教徒與非教徒一起參加。由於滔谷村傈僳族受周邊彝族文化影響較
深，他們與彝族共同慶祝火把節和彝族新年等民族節日。傈僳族的
闊時節尚且保留，但在民族節日中看不到更多的基督教色彩。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禮、葬禮的區別已不明顯。傈僳族青年
結婚時，如果雙方都是基督徒，才會邀請長老或傳道員到婚禮現
場，其他信徒也會去禱告唱詩。但如果只有一方是基督徒，就會按
照當地的傳統婚禮習俗進行。葬禮也是同樣情況。事實上，現在以
基督教方式舉行的婚禮和葬禮越來越少。  

 
2、基督教的社會參與性降低 

 

20 世紀初，基督教通過醫療、教育和公益事業等路徑融入少數民
族社會生活。傳教士從解決少數民族健康問題入手，在滔谷村建立
了衛生室。同期，滔谷村建有小學，並設有教會學校，教授聖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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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知識。教會學校在 1942 年升級為滇北神學院。傳教士也會給
予在經濟上有困難的傈僳族信徒一定幫助，以吸引非信徒入教。 

在現代社會中，公辦醫院、學校已經完全取代了基督教曾經
承擔的醫療和教育功能。滔谷村有完小，環州鄉設有初中。坐落於
昆明的雲南神學院是一所三年制神學專科學校，它取代了滇北神學
院。民政福利機構為當地的困難戶、五保戶提供低保和經濟援助。
在春節期間，教會還會買些日用品去看望生活困難的村民。在一些
公益事務上，教會也會組織信徒奉獻財力和人力，幾乎所有信徒都
參與其中。雖然基督教的慈善和公益傳統保留下來，但是這些行動
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隨着社會的發展，公立醫院、學校的建
立以及國家民政福利機構的介入導致基督教社會參與性逐漸降低。 

 
3、基督教的文化影響力減弱 

 

基督教傳入之前，傈僳族沒有文字。1912 年，滔谷教會傳教士王
懷仁與灑普山的郭秀峰合作創造了傈僳文。由於滇北地區位於怒江
州和迪慶州的東部，因而這套文字也被稱為「東傈僳文」。用「東
傈僳文」翻譯過的文本有聖經新約中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等，以
及大量的傈僳語讚美詩。雖然東傈僳文的創制與傳播在一定時期內
影響了傈僳族社會和文化發展，但現在東傈僳文並沒有廣泛的運
用。在田野調研中發現，東傈僳文僅在教會的宗教活動中使用，而
且普通信徒不能流暢閱讀東傈僳文聖經，唱讚美詩也是依靠記憶。 

 
三、基督教衰落的機制和因素分析 

 

現代基督教在很多地區發展迅速，但這無法掩蓋基督教在部分地區
衰落的事實，特別是在一些傳統的熱點地區和傳教中心地區。這種
衰落現象並非偶然，而有其存在的社會根源，這與基督教生存的社
會基礎瓦解以及宗教產品供應方缺乏創新能力密切關聯。下文將從
宗教信徒、組織和社會等層面作一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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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徒層面―從依附到自主的個體選擇 

 

信徒是宗教存在的微觀基礎。雖然在一般的情景中，宗教被定性為
一種非理性的表現，但是人對宗教的選擇卻是一個理性的行動。
「在他們所具有的資訊和理解限度內，在實際可選範圍內，人們在
他們的喜好和興趣引導下試圖做出理性選擇。」26 這種理性選擇的
目的是為了在一個非經驗的環境中獲得回報。 

 
1、信徒對宗教的理性選擇 

 

個體總是趨利避害，權衡成本和利益，並努力把效益最大化。理性
選擇範式假設人類總是出於被喚起的自我利益而行動，其行為動機
是為了獲取「回報」，同時縮減「代價和成本」。信徒期待從教會
那裏得到所有的利益和好處，因為教會能夠滿足人們在精神和靈性
方面的需求，或是更為世俗一些，比如對友誼、提高社會地位和集
體活動的需求。反過來，教會也可以從信徒那裏獲得禮拜儀式、委
身和奉獻。27 人們選擇宗教信仰的過程中，也會理性選擇成本較
低、效益和回報更好的宗教，並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其中。在現
代社會中，教會的社會功能弱化或被代替，導致宗教生產者無法滿
足宗教消費者的需求。宗教消費者試圖去調整自己在宗教中的參與
程度，甚至有可能放棄或是改變信仰。這些行為都是個體理性權衡
環境變化而做出的最優反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基督教存在
的微觀基礎。前文已述，現代社會中的滔谷村傈僳族開始外出打
工，務工收入成為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信
徒的流失。同時，留在本地的信徒也會因為農忙而放棄參與聚會和
禱告，這可視作一種信仰關係的疏離。 

  

                                                                                                                                               

26 斯達克、芬克：《信仰的法則》，104。 
27 亨特：《宗教與日常生活》，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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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漢族文化衝擊了基督教在個體生活中的地位 

 

基督教曾經是滔谷傈僳族學習和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同時也在塑
造着個體的思想觀念。電視、網路、手機、報刊等大眾傳媒以及傈
僳族基礎教育都在使用漢字。漢族文化日漸滲透傈僳族的日常生
活，他們對基督教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根據調研觀察，一些傈僳
族年輕人自小學開始就學習漢語，傈僳語作為生活用語的地位被漢
語取代。使用傈僳語的教會對他們失去了吸引力。28 同時，受到大
眾傳媒的影響，傈僳族群眾瞭解到外界的新事物，思想觀念隨之發
生改變，靠自己努力改變生活的思想逐漸增強，宗教的功利性信仰
受到了較大衝擊。 

 
3、家庭結構轉型導致家庭宗教教育中斷 

 

基督教信仰在傈僳族家庭裏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往往通過家庭教育
和內部關係網絡進行傳播。受父母或親屬的影響而信仰基督教的傈
僳族群眾不在少數。在現代社會中，滔谷的居住情況已經從聯合家
庭轉變為核心家庭。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員數量減少，基督教失去了
賴以傳播的家庭基礎。因此，日常家庭宗教教育作為基督教主要載
體在近些年出現明顯的衰退。現代的大部分年輕傈僳族接受了以漢
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教育，同時缺乏了必要的基督教家庭環境，因
而參與傈僳語教會活動的熱情大大降低。 

 
（二）宗教組織層面―宗教運行方式的變遷 

 

宗教組織是生產和創造宗教產品的主體，它決定了宗教產品類型，
生產方式以及組織內部管理等要素的構成方式。這些要素是保持現
有消費者或吸引潛在消費者的重要條件。宗教組織層面各要素及其

                                                                                                                                               

28 唐曉峰：《中國基督教田野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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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方式的改變，將影響一個宗教的發展或是衰落。20 世紀初
期，基督教作為一種適應當地民眾需求的新興宗教產品，曾經吸引
了大量教徒，但是傳統宗教產品類型和生產方式已不適應現代社會
的需求。 

 
1、宗教產品供應方競爭力減弱 

 

宗教產品、宗教組織（產品生產者）和宗教消費者及其互動關係共
同構成了「宗教市場」。宗教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影響着宗教生產者
的行為，消費者的喜好決定了宗教產品的內容，並進一步影響着提
供這些宗教產品的宗教組織結構。由於社會功能的分化，地方教會
所承擔的社會功能逐漸消失。宗教組織作為宗教供應方沒有更新產
品和調整組織結構以順應時代發展，因而滿足信徒需求的能力降
低。滔谷基督教會承擔的社會功能僅剩下宗教信仰功能，這就使得
基督教失去了對信徒的持續吸引力。 

 
2、宗教領袖缺失 

 

宗教領袖的缺失影響了基督教在當地的持續發展。宗教領袖一般具
有以下類似特徵：他們具備非凡的能力或魅力，能夠吸引一批人凝
聚在其周圍，成為其追隨者。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以卡
里斯瑪(charisma)的概念來指涉此類型人物。宗教領袖人物曾經是
基督教吸引信徒的重要途徑。在滔谷村，最初來傳教的王懷仁牧師
就屬於這種類型。在其他的基督教早期傳教中心，少數民族皈依基
督教往往也是源於對宗教領袖人物的追隨，如苗族將柏格理視為
「救星」，拉祜族把永偉里稱作「阿爸姑」，保山地區的傈僳族稱
傅能仁（J. O. Frazer，也作富能仁）為「使徒」，還有黨居仁(J. R. 
Adams)、郭秀峰也獲得較高尊重。這些傳教士關懷那些處於社會
邊緣的少數民族，為他們提供了醫療和文化資源。同時，傳教士也
將少數民族傳說中的神聖人物和基督教相結合，用民族文化將基督
教「合法化」。這些具有人格魅力的宗教領袖確實吸引了大量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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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但後來這些傳教士回國或去世29 致使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失
去了吸引力。 

 
3、教會經濟的衰落 

 

經濟實力是教會發展的基礎，教會經濟的衰落影響到了教會發展。
基督教內地會傳教士建立的「滇北六族聯合會」，包括當時在滔谷
建立的基督教傈僳族總堂，均得到外國差會的資金支持。傳教士購
置地產建教堂，送醫送藥都是依靠母國差會的資金幫助。現代的滔
谷教會並無直接經濟來源，日常宗教活動只能一切從簡，參與教會
管理的信徒只能象徵性地領取一點補貼。由於滔谷教會的經濟困
難，沒有能力購置更多的基督教讀物，信徒手中只有傈僳語版的聖
經和讚美詩。聖餐時用的無酵餅和葡萄汁是以自製麵餅和冰紅茶代
替。過耶誕節時，滔谷村周邊的幾個教會聯合舉行慶祝活動以減少
開支，聚餐時的米飯和肉都依靠信徒奉獻。教會經濟衰落使能夠吸
引信徒的慈善事業無力進行，基督教僅僅是小範圍人群的精神依
託，難以擴大影響力。 

 
4、教會內部管理能力有限 

 

現代教會管理較為鬆散，不利於信徒的凝聚和教會持續發展。基督
教在傳入滔谷傈僳族社會之初，教會由「總堂－分堂－支堂」等層
級構成。總堂設牧師、總堂會長、副會長、傳教士、總堂執事；分
堂設分堂會長、副會長、佈道員、分堂執事；支堂設支堂會長、執
事。由此形成了逐級管理的嚴密組織結構。現代滔谷教會由基督教
「兩會」（即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
管理，形成了「牧師－長老－傳道員－禮拜長－執事」的簡單組織

                                                                                                                                               

29 例如：傅能仁(J. O. Frazer)在 1938 年病逝於雲南保山；黨居仁(J. R. Adams)於
1915 年在安順因雷擊身亡；郭秀峰(Arthur G. Nicholls)於 1944 年回國；張爾昌
(Gladstone Porteous)於 1944年死於撒老塢，並安葬於撒老塢教堂旁；楊思慧(A. B. 
Cooke)、王懷仁(Alexander Metcalf)於 1950年分別從昆明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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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這使教會內部管理更為鬆散，對信徒的約束力減弱。教會作
為一個宗教供應商為信徒提供傳統的宗教產品和活動場所，但沒有
積極地更新產品以維繫信徒，防止流失。滔谷教會內部教牧人員嚴
重匱乏，宗教知識水準參差不齊，講經能力非常有限。鬆散的管理
結構和有限的管理能力造成信徒進一步流失。 

 
（三）社會層面―經濟、政策的衝擊與功能分化 

 

宗教市場論認為在所有社會系統中有一個相對獨特的子系統圍繞宗
教活動，即宗教經濟，包括一個現有和潛在的信徒市場，一個或多
個吸引和維持信徒的組織以及宗教產品。30 前文從宗教市場的宗教
組織和信徒層面分析了基督教衰落的原因，本節試圖把基督教放入
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經濟系統中，分析各要素的變化對基督教的
影響。 

 
1、社會分化導致基督教功能單一化 

 

20 世紀初期，基督教在當地兼具了醫療、教育、娛樂、慈善、信
仰等各項功能。在現代社會中，各級醫院或醫療衛生機構的建立取
代了教會原有的醫療功能；從幼稚園、小學、初中到高中一系列的
教學機構逐步建立，取代了教育功能；大眾傳媒和娛樂場所衝擊了
教會的日常娛樂功能；民政機構社會保障措施也相應削弱了教會的
社會福利功能。社會功能分化使基督教的影響範圍縮小到精神信仰
領域，導致其社會功能單一化。因此基督教的市場吸引力也相應降
低。 

  

                                                                                                                                               

30 斯達克、芬克：《信仰的法則》，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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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經濟發展的衝擊 

 

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衝擊逐步引起了少數民族信徒生活態度的轉
變，並進一步作用於宗教信仰。在 20 世紀初，滔谷村經濟和生活
條件落後，信徒的精神生活內容單一，講經和唱詩成為精神上的主
要寄託。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地方農業、畜
牧業和特色產業的發展，使當地傈僳族群眾收入增加。這一方面使
他們更加注重提高物質條件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使他們試圖通
過多種管道獲得更多收入。同時，物質條件和傳媒技術發展為信徒
精神生活提供了更多選擇內容，手機網路、電視等逐步成為村民生
活休閒的重要途徑。基督教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種要素，無法完全
佔據他們的精神生活。因此，基督教正在逐步喪失在當地社會中的
主導地位。信徒對教會權威的服從和對基督教的忠誠度也會隨着自
身經濟水平、角色以及群體關係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市場經濟造成
社會群體多元化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督教在當地的影響
力。 

 
3、社會政策的演變 

 

社會政策是政府和立法機構引導社會運行，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發
展的一系列政策、準則和規定的總和，反映了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
發展導向。宗教作為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同樣受到社會政策演變
的影響。19 世紀末，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基督教在中國獲得了
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清政府允許基督教傳播，並保護傳教士在華的
利益，因而教會能夠給底層的少數民族提供政治保護，基督教得以
在地方上傳播和發展。前文已述及滔谷村基督教在 1949 年以後的
發展情況，信徒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或降低了信
仰程度。1978 年以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有效執行，宗教活
動正常開展，信教人數又有所回升。自 1990 年以後，信徒人數呈
下降趨勢，直到 2009 年，當地信徒人數還在逐漸減少。而且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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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鼎盛時期，信徒人數仍舊處於較低水平。可見，在特定目標
的社會政策影響下，基督教呈現出起落和興衰的不同狀態。 

 
四、結論 

 

現代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和主導文化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深
遠的影響波及到社會文化和宗教領域。基督教也同樣捲入其中，總
體上呈現發展和擴大趨勢，但是部分傳統熱點地區和傳教中心出現
衰落現象，如武定縣滔谷村、尋甸縣新哨村以及瀾滄縣糯福村。 

本文選取雲南滔谷村為田野案例，探討了少數民族基督教傳
統熱點地區衰落的社會呈現和原因。滔谷村是基督教內地會在滇北
地區建立的傈僳族基督教總堂，在 20世紀 50年代以前是一個影響
力較大的傳教中心和熱點地區。在現代社會中，滔谷基督教在宗教
生活的內部和外部維度均已呈現出衰落趨勢。從上文分析中可以發
現，在信徒層面上，個人信仰選擇理性化，漢文化衝擊了基督教在
個人生活中的地位，家庭結構轉型導致家庭宗教教育中斷；在宗教
組織層面上，宗教供應方競爭力減弱，宗教領袖缺失，教會經濟衰
落和內部管理鬆散；在社會層面上，社會服務多元化導致基督教功
能單一化，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政策的演變等因素共同作用，導
致基督教在滔谷地區衰落。 

宗教消費者理性地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決定以多大程度
參與其中。社會經濟發展導致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漸豐富
和充實，削弱了基督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性地位。事實上，商品
經濟的發展和現代生活的普及已經對少數民族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衝
擊，各種新鮮的事物傳入少數民族聚居區，開始引起少數民族信教
群眾在生活態度和利益追求上的變化，並進一步影響到他們的信
仰。因此，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功利性信仰，更加關注自身的
內在感受和生活條件改善。 

教會經濟的衰落，宗教領袖缺失以及宗教供應方缺乏創新宗
教產品的能力等致使基督教組織自身競爭力降低，這是宗教供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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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落後於時代需求的直接表現。滔谷作為一個歷史上的
傳教中心和熱點地區，基督教從傳入伊始時期就在地方社會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承擔了多種社會功能。這種現象與當時中國的社會情
境有着必然聯繫。但是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基督教賴以生存的社
會基礎改變，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被逐步替代。例如基督教的醫
療、教育功能在現代都被專業機構完全取代，甚至基督教提供的精
神信仰產品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傳統的基督教信仰產品已經無法
滿足人們在現代社會中的多種需求。 

現代社會結構、經濟系統以及社會政策的變遷進程正在衝擊
着承載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結構性設置。基督教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
會基礎瓦解，造成它在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等層面的影響力降低。
隨着社會的持續變遷和發展，一般社會領域裏的宗教也不斷地失去
活力，從而進一步把宗教化約、降級到個體和私人領域。31 因此，
基督教在行為規範、文化影響、社會參與等方面失去了主導性地
位。  

總體而言，基督教文化產品的供給方在現代社會經濟和文化
的衝擊中，缺乏創新產品和拓展產品傳播管道的能力。同時，經
濟、文化領域的多元誘惑，個體生存狀態的碎片化和社會選擇的理
性化趨勢削弱了基督教傳播和發展的社會基礎。這導致基督教提供
的物質和精神支持不再具有吸引力，且被大量資訊、其他事務和選
擇路徑所湮沒。外在社會環境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基督教產品供
應方在適應社會變遷方面的滯後、以及信徒生活態度的變化等內外
因素的共同作用，正是導致基督教衰落的核心原因。 

                                                                                                                                               

31 亨特：《宗教與日常生活》，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