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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斯特，是法国鲁昂（Rouen）人，索邦大学（Sorbonne）

学士，曾是巴黎Trésoriers学院的老师，到达暹罗一年之后

即被委任为暹罗总修院的院长。

7 赖孟德（Claude Reymond，1720-1756），1720年左右

出生于法国圣-克洛德（Saint-Claude）教区，1747年在那里

晋铎，后加入外方传教会修院。他于1753年11月赴远东，

1756年2月12日被任命为奇纳（Cinne）的主教和四川的宗座

代牧。但他沉疴不起，无法接受主教的祝圣，于1756年11月

逝世于澳门。

8 关于罗奈神父的生平事迹，可参见Gérard MOUSSAY

著，陈开华神父 译：《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专家罗奈神

父》，载《中国天主教》2012年第4期。方豪神父著作中称其为

陆南。

天主教传入重庆和四川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末

年。1640年，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

学士刘宇亮（四川绵竹人）相邀入川，在成都建住屋

和教堂。1641年，他为30人付洗，这是天主教在四

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8月，葡萄牙籍耶稣会会士

安文思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

1644年春，张献忠占领四川，封利类思和安文

思为“天学国师”，命其编修历法并造天球仪、地球

仪。1646年，清兵攻入四川，张献忠败死西充凤凰

山，利类思、安文思被俘并押往北京，后受到清廷重

用。

1660年，许缵曾任四川布政使司分守上下川东

道参政，其母徐氏（甘第大，徐光启的孙女）热心支

持天主教，邀请在陕西传教的耶稣会会士穆格我入

川，在成都、阆中、重庆建立教堂，先后付洗600人。

一、四川代牧区的成立与初步发展

1696年8月，教廷在中国设立9个代牧区，四川

首次成为独立代牧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同

年10月，教廷任命梁弘仁（Arthur Lionne）为四川

第一任代牧主教，由于梁弘仁未能入川上任，随后

又委任白日升（J.Basset）、毕天祥（Luis Ant.Ap-

piani）为署理。

170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白日升、巴吕埃

和遣使会会士毕天祥、穆天尺（Joannes Muellener）

入川传教。1707年6月，白日升、巴吕埃、穆天尺被

四川官府押解出境。1711年，穆天尺从澳门秘密潜

回四川。1716年，穆天尺被教廷任命为四川代牧主

教兼管贵州教务，同年在山东临清由北京主教伊大

仁祝圣。1725年，穆天尺主教祝圣苏宏孝、朱彼得、

斯提凡徐3人为神父。同年在暹罗求学的李安德、党

怀仁由de Cice主教祝圣为神父。这是四川教会史

上最早祝圣的5位中国籍神父。

四川原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区域，但教廷任

命的主教穆天尺却为法国遣使会会士，巴黎外方传

教会担心遣使会独占四川，遂于1729年派该会会

士马青山 （Joachim E.de Martillat） 赴川传教。

天主教在重庆和四川传播史略

筲 刘志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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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年，马青山和李安德神父到达成都，穆天尺主

教非常不欢迎他们，数度逼迫二人离川。李安德神

父为此上书教廷，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的传教

权辩白。1737年，教廷同意了李安德神父的请求，

穆天尺主教只得将彭山、名山、大邑、夹江、雅州、嘉

定、叙州、邛州等地划归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

1742年12月，穆天尺主教去世，意大利籍多明

我会会士陆迪仁（Luis Maria Maggi，1742—1743）

升任四川代牧主教。1743年陆迪仁主教去世后，马

青山代理四川教务 （1739年任云南代牧主教）。

1746年冬，马青山主教赴澳门，次年1月致函李安

德，以四川教务相托。

1753年1月，教廷正式批准将四川、云南的传

教 权 授 予 巴 黎 外 方 传 教 会 。 同 年 ，Petrus

Ant.Lacerre（1753—1764）升任四川代牧主教。据

李安德神父统计，到1760年，全省有130多个传教

点（会口），每个传教点有教友60—80名，散布于乡

间。

1764年，Petrus Kerherve（1764—1766）任四

川代牧主教，他自觉不能胜任，推荐李安德神父代

替自己，但李安德神父此时已双耳失聪，不能胜任

教区管理工作，他在成都附近凤凰山建立“圣诞修

院”，专心培养修生。

1767年，范益盛（博方济、博四爷，Franciscus

Pottier，1767—1792）任四川代牧主教，署理云、贵

二省。到1770年，四川约有教友12000人。

1774年1月23日，李安德神父去世，留下一本

珍贵的《李安德日记》（拉丁文），起自1746年6月15

日，止于1759年5月30日，内容涉及个人生活、传教

经历、向外方传教会驻澳门办事处的报告、与外籍

神职通信底稿、圣事统计、教会礼仪规程等，成为研

究四川天主教史的重要资料。

1792 年 ， 冯 若 望 （Joannes de St.Martin，

1792—1801）任四川代牧主教，当年全省教友达到

25000人。

1801年11月，徐德新（李多林，Louis Gabriel

Dufresse，1801—1815）任四川代牧主教，署理云、

贵二省。到1804年，四川有18名中国籍神父、4名欧

洲 传 教 士。1818 年 ， 冯 类 思 （Louis Fontana，

1818—1838）任四川代牧主教。1838年7月，冯类

思主教去世，马伯乐 （Jacobus Leo Perocheau）继

任。据统计，到1840年，四川全省有教友64912人。

二、四川代牧区一分为二，再分为三

1850年，四川代牧区的神职人员对教区划分

问 题 进 行 了 讨 论 。 助 理 主 教 范 若 瑟

（Eug.J.Claud.Desfelches） 主张将全省划分为若

干教区，理由有四：其一，四川是中国最大省之一，

地域辽阔，人口4000万；其二，对边远地区教外人传

教路途远、费用大、派遣神父确有困难；其三，划分

教区后，各建修院培训神职人员，产生本地神父较

为容易；其四，易向附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开辟新

传教区。这一意见得到马伯乐主教和多数神职的支

持。

1856年4月，经教区神职人员协商，四川代牧

区划分为川西北、川东南两个传教区：川西北代牧

区管辖成绵、龙安、潼川、保宁、顺庆5个府，茂州、邛

州、天全3个州，以及松藩厅，共61县（州、厅），马伯

乐任主教，座堂设在彭县；川东南代牧区管辖重庆、

绥定、夔州、叙州、雅州、嘉定、宁远7个府，泸州、忠

州、酉阳3个州，以及石柱厅，共86县（州、厅），范若

瑟任代牧主教，座堂设在巴县。

1857年8月9日，川西北、川东南和西藏3个代

牧区主教共同签订教区界限协定，并于次年1月7

日得到教廷批准。具体界限是：川西北区包括四川

整个西北部、川南的邛州、大邑、穆坪及天全州东部

地区，以及下川南的资州、资阳、内江，教友约2.9万

人；川东南区包括四川整个东部及属于下川南的南

部一半地区（除资州、资阳、内江、仁寿、井陉），教友

约2.1万人。西藏代牧区管辖西藏、上川南（除邛州、

大邑、穆坪和天全州东部）、下川南的仁寿、井陉2

教 史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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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友八、九千人。

1860年1月，从川东南代牧区分设川南代牧

区，管辖上川南（除邛州、大邑、穆坪及天全州东部）

和下川南（除资州、资阳、内江），共52县，原川东南

代牧区副主教秦必胜（Pierre Pichon）神父升任代

牧主教，座堂设在叙州，教友1.1万人。

三、四川各教区的形成与发展

1858年之后，随着教务的发展、教友人数的增

多，新教区不断增加，到1929年，四川形成8个代牧

区，1936年全省有教友174842人，分布在成都、重

庆2市及188县。具体分述如下：

1.重庆教区

1856年4月，川东南代牧区成立，由巴黎外方

传教会管理（M.E.P.），1858年1月获教廷正式批准。

主教座堂先设巴县，后迁重庆。1860年更名川东代

牧区，1924年12月更名重庆代牧区，1946年4月升

格为重庆总主教区。历任代牧、主教为：范若瑟

（Eug.J.Claud.Desfelches，1856—1882），顾巴德

（Paul Eug.Coupat，1883—1890），白德立（Lorenzo

bottlery，1891），舒 德 隆（Caelestin Felix Chou-

vellon，1891—1924）， 尚 维 善 （Alois abriel

Xav.Jantzen，1925—1946—1950）。按1929年8月

的行政区划，重庆代牧区管辖重庆市、巴县、江北、

长寿、涪陵、黔江、酉阳、秀山、南川、綦江、江津、永

川、荣昌、璧山、大足、合川、铜梁、武胜、宣汉、万源、

城口、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开县、彭水共27市县。

1937年，重庆代牧区设巴县、荣昌、永川、合川、涪

陵、南川、酉阳7个总铎区。1949年，重庆教区有神

父88人（国籍64人、外籍24人）、修女129人（国籍

104人、外籍25人），教友38945人，有教堂和会口61

座、分堂31座，有大中小修院各1所，医院1所、孤儿

院2所、孤老院1所，中学1所、小学12所、护士学校1

所，印刷所1所。

2.成都教区

1856年4月，川西北代牧区成立，由巴黎外方

传教会管理（M.E.P.），1858年1月获教廷正式批准。

主教座堂先设在彭县，1891年迁成都。1924年12月

更名成都代牧区，1946年4月升格为成都主教区。

历任代牧、主教为：马伯乐 （Jacobus Leo Per-

ocheau，1838—1861）， 洪 广 化 （Jean Pinchon，

1861—1891），杜 昂（Julianus M.Dunand，1893—

1915），骆 书 雅（Jacob Victor Rouchouse，1916—

1946—1948）， 彭 道 传 （Enrico Pinault，1949—

1952）。1949年末，成都教区管辖成都市、成都县、

华阳、简阳、新都、新津、双流、邛崃、天全、宝兴、大

邑、温江、郫县、崇宁、灌县、汶川、茂县、理县、松潘、

新繁、彭县、什邡、绵竹、平武、青川、崇庆、广汉、德

阳、罗江、彰明、江油、绵阳、三台、梓潼、剑阁、昭化、

广元、安县、北川、金堂、中江、盐亭、阆中、南部、苍

溪、巴中、通江、南江、平昌、旺苍、仪陇51市县。

1949年，成都教区有神父96人（国籍54人、外籍42

人）、修女84人（国籍61人、外籍23人），教友39022

人，有教堂55座、分堂76座，修院3所，中学1所、小

学2所，医院2所、护士学校1所、施诊所7所、麻风病

院1所，孤老院3所、孤儿院2所。

3.叙府教区

1860年1月设川南代牧区，翌年7月正式成为

独立代牧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M.E.P.）。主教

座堂设在叙州。1924年12月更名叙府代牧区，1946

年4月升格为叙府主教区。历任代牧、主教为：秦必

胜（Pierre Pichon，1860—1871），1871年，孟若望

（Julius Lepley，1871—1886）， 沙 德 勇（Marcus

Chatagnon，1887—1920），刘若望 （Petrus Maria

Fayolle，1920—1931），唐谒铎（Ludov.Nestor Re-

nault，1931—1943）， 林 茂 德 （Renatus

Desid.Rom.Boisguerin，1946—1951）。1937年叙

府教区管辖宜宾、庆符、高县、筠连、珙县、长宁、兴

文、南溪、江安、纳溪、泸州、叙永、古宋、古蔺、富顺、

隆昌、合江、内江、资中、资阳、屏山、马边、雷波、犍

为、荣县、威远共26县。1939年自贡市、1942年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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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建立后，增加为28县市。1949年末，叙府教区有

神父51人（国籍39人、外籍12人）、修女8人（国籍5

人、外籍3人），教友26702人，有教堂40座、分堂51

座，中修院、小修院、童贞院、医院、中学、小学、幼稚

园、孤儿院各1所，孤贫院3所，还开办过经言教师

学校（三德堂）。

4.宁远教区

1910年8月，从川南代牧区分设建昌代牧区，

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M.E.P.），主教座堂设在宁

远府（西昌）。1924年12月更名宁远代牧区，1946年

4月升格为宁远主教区。历任代牧、主教为：光若翰

（J.B.de Guebriant，1910—1916）， 卜 恩 佑

（Joseph Bourgain，1918—1925），包明扬（Stanis-

laus Baudry，1927—1946—1951）。1934年宁远代

牧区管辖西昌、冕宁、越西、汉源、昭觉、宁南、会理、

盐边、盐源9县。1949年，汉源县富林、皇木两教堂

划归康定教区管理。1949年末，宁远教区有神父32

人（国籍19人、外籍13人）、修女34人（国籍23人、外

籍11人），教友10968人，有教堂21座、分堂13座，

医院2所，中学1所、小学3所，中修院、小修院、童贞

院各1所，孤老院1所、孤儿院1所。

5.嘉定教区

1929年7月，从叙府代牧区分设雅州监牧区，由

中国神职班管理，主教座堂设在雅安。1933年升格

为雅安代牧区。1938年主教座堂迁嘉定（乐山），更

名为嘉定代牧区。1946年4月升格为嘉定主教区。

历任监牧、代牧、主教为：李容兆（1929—1933—

1935）， 余 郁 文 （余 德 源 ，1936—1943）， 于 斌

（1943—1945，代理主教），邓及洲（又名邓甘霖，

1949—1990）。嘉定教区管辖雅安、名山、芦山、丹

棱、洪雅、夹江、峨眉、峨边、荥经、眉山、彭山、蒲江、

青神、仁寿、井陉、乐山16个县。1948年，雅安设总

铎区，负责雅安、名山、芦山、荥经4县教务。1949年

底，嘉定教区有国籍神父23人、国籍修女21人，教

堂25座、分堂45座，小修院、中修院、公信医院、中学

各1所，小学2所、孤老院1所、孤儿院（婴幼会）3所。

6.顺庆教区

1929年8月，从成都代牧区分设顺庆代牧区，

由中国神职班管理，主教座堂设在顺庆 （南充）。

1946年4月升格为顺庆主教区，王文成（1929—

1946—1960）任代牧、主教。1948年，顺庆教区所辖

13县划分为3个总铎区，其中，安岳总铎区辖安岳、

潼南2县，遂宁总铎区辖遂宁、乐至、射洪、蓬溪、蓬

安5县，岳池总铎区辖岳池、营山、广安、邻水4县。西

充未设立本堂区，未包括在上述3个总铎区内。

1949年末，顺庆教区有国籍神父25人、外籍修女12

人，教友18755人，有教堂26座、分堂26座，孤儿院、

孤老院、中学各2所，小学、小修院、修道院各1所。

7.万县教区

1929年8月，从重庆代牧区分设万县代牧区，

由中国神职班管理，主教座堂设在万县。1946年4

月升格为万县主教区。历任代牧、主教为：王方济

（王 泽 溥 ，1930—1946—1947）、段 荫 明（1949—

2001）。万县教区管辖万县、梁山（梁平）、开江、大

竹、垫江、忠县、丰都、石砫、渠县、达县10县，1946

年分设万县、梁山、达县、忠县、渠县5个总铎区，共

有教堂29座、分堂78座。1949年有国籍神父42人、

修女14人（国籍7人、外籍7人），教友21393人，有大

中小修院、慈幼院、孤儿院各1所，医院2所，中、小

学各1所。。

8.康定教区

康定教区的前身是西藏代牧区。1845年，西藏

代牧区成立，教廷委托在四川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

会（M.E.P.）负责。1864年，清政府提出在西藏不可

能对法国传教士加以保护，同时法国担心引起英国

的不满，俄国也反对法国插足西藏，因而法国传教

士不得不放弃进藏计划，转向四川、云南靠近西藏

的地区传教，在清溪县（今汉源）化林坪设主教府。

同年，吴依容（Houillon）驻打箭炉，巴布埃（Bourry）

被派往巴安（今巴塘），后古特尔（Goutelle）在康定

教 史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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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会。1864年，丁盛荣（Chauveau）被任命为西

藏代牧主教，他取道川南，经叙府、嘉定、雅州于

1865年12月到达康定，购买土地，修建教堂，主教

府也由化林坪迁到康定。

1878年，毕天荣（Bishop Félix Biet，1878—

1901）任西藏代牧主教。1901年，倪德隆（Bishop

Pierre—Philippe Giraudeau，1901—1936）任西藏

代牧主教。1924年12月更名为打箭炉代牧区。1929

年2月，教廷撤销西藏传教区，打箭炉代牧区管辖西

藏一部、四川康定、云南维西等地，有教友5097人。

1936年8月，华朗廷 （Petrus Silvanus Valentin，

1936—1946—1952）任主教。1946年4月升格为康

定主教区。康定教区管辖康定、沪定、炉霍、丹巴、道

孚、乾宁、巴安、理化、盐井、汉源、懋功、靖化和云南

省维西、德钦、贡山15县。1949年有神父29人（国籍

6人、外籍23人）、修女35人（国籍20人、外籍15人）、

教友5301人，有教堂20座、分堂27座，有医院、麻风

病院、童贞院、中修院、小修院各1所，慈幼院2所，

施诊施药所9所，自设印刷所专印教会书刊和藏历

等。

四、教区调整

1.20世纪80年代的教区调整

1984年3月24日，根据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

的建议，经过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四川省天主教爱

国会、四川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整我

省天主教教区的通知》，对四川天主教8个教区的管

辖范围作出调整，具体为：成都教区管辖成都、绵阳

（遂宁除外）、德阳3市地教堂；重庆教区管辖重庆、

涪陵2市地教堂；南充（顺庆）教区管辖南充、内江2

地区及遂宁县教堂；万县教区管辖万县、达县2地区

教堂；宜宾（叙府）教区管辖宜宾、自贡、泸州3地市

教堂；乐山（嘉定）教区管辖乐山、雅安2地区教堂；

西昌（宁远）教区管辖凉山、渡口2州市教堂；康定教

区由西昌教区代管。

成都教区1986年又进行堂区调整，辖成都、德

阳、绵阳和广元等43个县（区、市）。乐山教区管辖范

围包括属省辖的乐山市、眉山市、雅安市、甘孜州和

阿坝州。南充教区原管辖13个县市，1986年并入内

江、资阳2地市，1997年3月并入达州、巴中2地市，共

管辖南充、遂宁、广安、达州、巴中、资阳、内江7地市

的34个县市。1993年3月7日，经四川省天主教爱国

会、四川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原由西昌

教区代管的康定教区改由乐山教区代管。

2.20世纪90年代的教区调整

1997年3月4日，重庆成为直辖市，教区随之进

行调整，四川省辖成都、宜宾、南充、乐山、西昌、康

定6个教区，重庆市辖重庆、万县2个教区。重庆教区

管辖重庆市、涪陵地区所属市县教务。万县（万州）

教区管辖老万县市3区8县教务，其余县市的教务划

归南充教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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