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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宗教之间：山东移民形成的陕西基督教村庄

赵晓阳 ①

内容提要：移民是宗教传播的路径之一。因自然灾害后的谋计生存，

山东青州一带基督教徒随着家乡父老移民来到陕西三原县一带，在那里形

成了以基督教徒为主的“福音村”，之后还随着山东移民将基督教传播到

陕西北部。正是通过这些山东移民，基督教首次进入了关中地区，在这里

形成了先有基督徒后有传教士的中国基督教特殊历史。以三原福音村为中

心，基督教创办了三原最早的新式学校和西医院，并存留至今，成为百余

年历史的见证。直至今天的福音村，仍然还可以呈现出与关中其它村庄不

同的移民性和宗教性，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目前唯一所知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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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Immigrants and Religions: The Christian Villages in 
Shaanxi Formed by Shandong Immigrants

ZHAO Xiaoyang

Abstract: Immigration is one of the way of religion spreading. Because 

of the survival after a huge natural disaster, the Christians with their hometown 

fathers immigrated from Qingzhou area of Shandong Province to Sanyuan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formed a christian-dominated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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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and later these Shangdong Christian immigrants spread Christianity 

to northern part of Shaanxi Provice. It was these immigrants from Shandong 

Province that Christianity first entered the Guanzhong region of Shaanxi 

Provice, and formed a special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with Christians 

before missionaries. With the Gospel Village as the center, Christianity founded 

the earliest modern school and the western hospital in Sanyuan county , and 

has survived to today as the more than 100 years history witness.Until today, 

the Gospel Village, which is the only known examp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still exhibits a different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character from 

other villages in Guanzhong area.

Key Words: immigratio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Qingzhou area of 

Shandong Province, Gospel Village of Sanyuan county

在紧临陕西省会西安城的村庄里，有个因移民而导致宗教传播、延续

宗教信仰和故乡习俗达百多余年的基督教村庄，它就是三原县的福音村。

今天的福音村位于三原县东部，徐木乡东南塬下，与西安市阎良区接壤，

106 省道从村旁穿过，交通较为便利。这里下辖 6 个村民小组，390 户，

1530 人，多数人信仰基督教，全村耕地面积 134 公顷，以种植蔬菜和养殖

为主，蔬菜种植面积 107 公顷，2008 年全村总收入近 7000 万元，人均 5500 元，

超过 2008 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100 元。至今村中大多还是山东移

民的后裔，通过口耳相传、寻根访祖，仍然对家族的山东移民历史较为熟悉，

有着山东人后裔的强烈文化认同感。

正因为山东移民的迁徙，才将基督教传入了三原一带，至今已经一百

多年，这也是基督教传入关中的开始。三原基督教会的诞生和发展，直接

影响到陕西的基督教历史，甚至这里被称为“西北基督教的发祥地”。在

世界宗教传播史和移民史上，在基督教传播世界的过程中，因移民而导致

宗教传播并不为奇，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但在中国基督教历

史上，三原县福音村却是目前唯一所知的一例。

三原县古称池阳，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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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而得名，地理条件优越，素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的美誉。它地

处关中平原腹地，地势北高南低，清峪河、浊浴河和赵氏河三大水系穿境

而过。海拔 362 至 1409 米之间，地势平坦，平原广阔，水利发达，为陕

西重要的粮棉菜果产区。三原为古京畿之地，自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置县，至今已有 1572 多年历史，素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美

誉。三原今天仍是关中人口众多的富庶之地，2011 年，三原县人口总户数

131047 户，总人口 406658 人，共有 10 个镇、4 个乡、205 个行政村、9 个

居委会、815 个自然村。①三原县也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书法大

师于右任先生的故乡。

一、基督教传入陕西历史

天主教在唐朝和元朝曾两次传入中国，但都消失于历史之中，仅留下

一些历史文物遗迹，如西安城内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天主教第三

次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以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82 年（明万历十年）进入中国算起，到 2021 年已有 439 年了。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 年（清嘉庆十二年）来中国的时间算起，到 2021 年也有

214 年的历史。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基督教在中国的

每个省区都留下了传播足迹。

陕西是中国一个地处西北、远离沿海的内陆省份，基督教的传入时间

比较晚。1860 年后，依据《天津条约》第二条所规定，“允许英法传教士

深入内地传教”，各国传教士从沿海各省纷纷向内地推进，1876 年（清光

绪二年），基督教传入陕西省。到 2021 年已经 145 年历史。今天的陕西省

是西北地区基督徒最多的省份，其中著名的三原县福音村，其历史已经长

达 135 年。

基督教传入陕西的路线图，基本以南、中、北三路进入陕西省境内，

①　 参考三原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nsanyu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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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入陕西南部为最早。

南路：即基督教进入陕南地区的路线，它是以湖北武汉为根据地不断

派遣传教士，沿着汉水而下进入陕西南部的。主要有两个差会，即内地传

道会和内地传道会系统的挪华盟会。1、内地传道会。1876 年（清光绪二年），

内地传道会①派传教士鲍康宁②与金辅仁③自汉口出发，进入陕西境内。这

被认为是基督教进入陕西的开始。④ 后两人回到武汉。不久，金辅仁又与

巴德（Budd）和两名中国助手由上海出发到达西北，他们遍游陕西省各地，

直到 1879 年，金辅仁开始在汉中创立了第一所教堂。汉中位于陕西南部，

是汉水上游的重要商埠。2、挪华盟会 ⑤。1901 年，挪华盟会派传教士王耀

基 ⑥ 由武汉来陕南，在丹凤县了设立教堂，以商县、雒南为中心。

中路：即基督教进入陕西关中地区的路线。关中地区是陕西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约有 5 个差会传入关中地区。1、

英国浸礼会。1885 至 1887 年之间，英国浸礼会属下的山东青州移民在三

原等地设立聚会处，1891 年传教士从山西来到三原，于 1901 年发展到西安、

延安等地。2、北美瑞挪会 ⑦。1892 年，美国从上海派传教士美籍瑞典人傅

仁颂等先后在西安、兴平、乾县一带传教，之后沿泾河向西到达甘肃平凉。

①　 内地传道会（China Inland Mission），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65 年创办的超

宗派的跨国家的基督教差会组织，总部在上海。它是最早进入陕西的基督教差会，在汉中形成了以南郑为

中心的汉中基督教会。

②　 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1853—1922），英国内地传道会传教士，汉学家。1875 年来华，在

西安等地传教，后调到烟台。他还是圣经和合官话本的翻译成员之一。他著述丰富，最有名的是《英华词

典》、《普通话初级读本》、《新约辞汇分析》、《文理教程》。后去世于上海。

③　 金辅仁（George King），英国内地传道会传教士，1875 年来华。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2 次印刷，第 436 页。

⑤　 挪华盟会（Norwegian Alliance Mission），1884 年在挪威成立，1899 年开始来华，1900 年进入陕西，

主要在陕西南部，包括商县、山阳、洛南、商南、镇安等地传教。

⑥　 王耀基（K. Vatsaas），瑞典人，1900 年来华。

⑦　 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属于内地传道会系统，总部设于美国芝加哥，在中国

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行政经济独立，是在中国影响较小的差会。

正文.indd   249 2023/1/12   12:58:13



250 基督宗教研究

3、瑞华会①。1894 年，瑞典瑞华会从山西运城派传教士符历恺②以大荔为

据点，在合阳、韩城、白水、华阴、华县等地传教。之后还派有瑞典传教

士伯信诚、胡林德、宋益廉、吴周泰等人加入。1920 年，有教徒 200 多人。③4、

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 ④。1915 年，美国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派传教士

在西安、三原、蒲城等地传教。5、英国圣公会。1916 年，英国圣公会派

传教士葛培六和中国人浦化人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地传教。

北路：即基督教进入陕西北部的路线，基本都是从山西北部跨过黄河

而来。1917 年，美国公理会由山西汾阳派传教士进入陕北绥德、榆林、清

涧一带传教，以绥德为中心，向四周发展。

综述可知，在陕西传播基督教的主要有英国、美国、挪威和瑞典四个

国家，宗派有浸礼会、内地传道会（含挪华盟会、北美瑞挪会、瑞华会）、

信义会、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等。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大宗派，如美以美宗、

监理宗、长老宗均没有在陕西进行过传教工作。大宗派圣公会在陕西的传

教工作影响也比较小。

到 1921 年中华基督教会进行统计时，陕西境内已经有 11 个差会，管

理着 61 个县的基督教徒和传教事务。这时，陕西已建有正式教堂 176 个，

外国传教士 126 位，其中 1/3 驻于西安，2/3 驻于其它 29 处。各差会人数达 1.2

万人，受餐信徒有 7081 人，80% 是 1915 年以后增加的。其中又以瑞华会

在韩城、英国浸礼会在三原、北美瑞挪会在兴平的传教事业最发达。⑤ 由

此可知，经过 40 余年基督教在陕西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其中北美瑞挪

①　 瑞华会（Sweden Mission in China），属于内地传道会系统，总部在山西运城，主要传教区域为山西西南部、

河南西北部及陕西东部渭河以北的三角地带。

②　 符历恺（Erik Folke，1872—1939），瑞典向中国派出传教士的机构——瑞华会的创始人。1887 年 1

月 27 日以独立传教士身份来华，1887 年成立瑞华会。先在内地传道会的安庆汉语学校学习中文，1888 年

11 月来到山西运城传教。

③　 大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荔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963 页。

④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总部在美国华盛顿，1902 年进入中国。1934 年

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下设若干省区会。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2 次印刷，第 547—5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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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传教士 47 人，占全省传教士的 1/3 以上，分驻于 14 处；英国浸礼会

传教士 31 人，约占 1/4，分驻 3 处。①全陕西省每 1283 人中平均有信徒 1 人，

比例较山西省略高。②

义和团期间，各地掀起“反洋教”浪潮，迫使一部分传教士离开了陕西。

但总体来讲，陕西的传教工作受损影响较小，主要是陕西布政使、代理巡

抚端方“保护外人不遗余力，……有自愿出境者，端方均派兵护送至汉口。”③

当时在山西太原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可证明此经历。“为了浸

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通过电报发给陕西省首府

西安……陕西巡抚派出卫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亡汉口。”④

抗战期间，许多传教士和信徒为躲避战乱而涌入陕西，有信义会、基

督徒聚会处、以马内利会传道会等各分支派别。

1950 年 8 月，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在三原召开第八届大会，改组选

举常华光为理事长，冯葆光为监事长，王道生为执行干事。经过多次反复

协调，终于在 1951 年 2 月 12 日，接受了英国浸礼会在陕西的全部房地产权。

1958 年，陕西基督教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全省基督教组织——

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3 年，召开的第三届代表会议上，更

名为陕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在陕西影响最大的基督教派别是内地传道会和本文重点叙述的英国浸

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浸礼会是基督教的主流教派之一，因其

入教仪式为施浸礼，故名。它于 1792 年由英国传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61—1834）创建，是欧美各国第一个向海外传教的团体，也是英

国基督教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对英国的国外传教事业影响很大。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552 页。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557 页。当时每 1 万人

平均有受餐信徒 7.8 人，以福建的平均数为最高，达 22.6 人，四川的平均数为最低，为 2 人。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549 页。

④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 2005 年，第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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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的 1846 年，浸礼会派传教士胡德迈①到达通商口岸浙江宁

波，但传教效果不好。1861 年，又派夏礼 ② 夫妇到达山东烟台，开始了在

山东的传教工作。1870 年，英国浸礼会最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③ 来华，

先在山东烟台传教。

由于效果不佳，1875 年李提摩太离开烟台转赴山东青州府开辟教区。

他注意结交政府官员和秘密社会的首领，在当地努力培养本土布道员，在“丁

戊奇荒”（华北地区特大旱灾）中又利用赈灾传教，基督教得以迅速扩大影响。

至 1886 年（清光绪十二年），“已设立支堂 40 余所，教友 700 余人。”④1877

年山西旱灾，他又去太原赈灾，由此开辟了太原传教站。“到 1889 年，英

国浸礼会在华有 34 名传教士，19 名中国职员，信徒 1429 人。到 1915 年，

英国浸礼会在华有 108 名传教士，491 名中国职员，7520 名信徒。”⑤

英国浸礼会在中国有三个主要传教地区，即山东、山西和陕西。从时

间顺序来看，山东最早，山西次之，陕西最晚，陕西是由移民到陕西的山

东人传入三原县开始。英国浸礼会来陕西的传教士有 45 人，基本都关中地

区，如西安、临潼、长安、渭南、咸阳、三原、泾阳、高陵、彬县、富平、

铜川、耀县等，还有陕北的延安、黄陵、洛川、甘泉、延长。到 1950 年，

英国浸礼会教徒共计 7000 余人，渭北有 5000 余人，渭南约 1000 多人。⑥。

1952 年，英国浸礼会撤出中国。

①　 胡德迈（Thomas H. Hudson，1800—1876）：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45 年来华，在宁波传教，他是

英国浸礼会来华的第一人。

②　 夏礼（Charles J. Hall，？—1862）：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医生。1859 年来华。

③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是来华传教士中非常著名的人物。

1870 年来华，初在山东青州传教，1876 年赴山西太原，1887 年到北京从事文字及编辑工作，1891 年赴上

海任同文书会（广学会前身）总干事。义和团运动后，他利用义和团时期一些外国传教士被杀为事由，强

迫山西出钱办山西大学堂。他著述多本，如《留华四十五年记》（Forty-fl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1916）、《 华 夏 褚 神 表》（Calendar of the Gods in China，1906）、《 万 众 皈 依》（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1907）等。

④　《陕西浸礼会历史》，《神学志》1925 年第 11 卷第 4 期，第 164 页。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833 页。

⑥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陕西文史资料》第 16 辑，西安：陕西人

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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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音村：移民形成的基督教村庄

清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与捻军入陕西，之后又遭遇光绪初年的特大旱

灾，在短短的 10 余年间里，陕西相继受到天灾人祸的重创，人口锐减。

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回民起义及光绪初年大灾中，陕西人口累计减少约

710 万。①其中尤其以关中和陕北的人口减少为最严重，关中渭北平原因连

年旱灾而田园荒芜，人烟稀少，以致良田无人耕种。故此，光绪年间陕西

当地政府不得不设法招徕外地平民进行耕作，尽快恢复生产。

1876 至 1879 年间，华北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发生

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8 年（清光绪四年），

原籍山东青州人的焦云龙在三原任知县，发现人烟稀少的三原自然条件很

好，遂向朝廷提出从山东等省向陕西移民的建议。灾民迁往关中，既解决

灾民出路，又能开发关中，增加朝廷收入，稳定社会发展。他还回到青州

府家乡，劝解家乡亲友移民陕西，迁移到三原一带居住生活。他还努力为

愿意来陕西者提供了很优厚的条件：每户给地百亩，牛一头，三年不纳公粮。

于是，众乡亲一唱百和，纷纷前来。② 这时的山东也爆发了饥荒，迁徙陕

西也成了人们逃避四处逃荒的一条出路。山东是著名的黄泛区，每当黄河

泛滥，难民往周边省份移民已成惯例。

山东青州的移民们，一部分到了三原县的阎家滩，即今天三原县安乐

乡荣和村一带，一些到大程附近的荆山之间建立了新的居民点，即今天的

大程乡太和村和徐木乡的福音村。到 1890 年，先后由山东迁移到三原地区

的农民约有 6000 至 8000 户之多，形成了关中地区著名的“山东庄”，“简

直成了一个小山东了。”③

移民人群中有一些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由此被带入了三原地区，这也

是基督教进入关中地区的开始。为了表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们甚至给

①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 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601 页。

②　 张冠儒：《三原县中华基督教会简史》，《三原文史资料》1990 年第 7 辑，第 51 页。

③　 诚静怡：《福音村收成大会纪实》，《兴华》1935 年第 32 卷第 2 期，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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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居住的村庄命名为“福音村”。①这些山东基督徒移民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属于美国长老会，多居住在今天三原县木塔寺一带，代表人物如孙香

圃牧师；一派属于英国浸礼会，多居住在今天三原县东 50 里的福音村、太

和村一带，领头人物是刘汗青、刘丹芝父子、王左泉、郑有能、孙云航等。②

先有基督徒，再有传教士，这是三原基督教会的非常特别之处。当时

英国浸礼会尚未进入陕西境内，因此也没有牧师或传教士在那里。随着教

徒的不断增多，集中居住在三原县“福音村”的山东信徒们，经孙汉卿、

刘丹芝、王源、孙香圃、聂鸿儒、郑有能等联络，邀请山东青州英国浸礼

会来陕西牧养。经英国浸礼会的协商安排，从山西太原派出了几名传教士，

先后来到三原。③

从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开始，英国浸礼会在山西太原的传教站陆

续派传教士来到三原，他们是邵涤源④、敦崇礼⑤、莫安仁⑥，在三原建立

了在陕西省的第一所英国浸礼会传教站。1892 年，英国浸礼会再派传教士

进入离三原不远的陕西省府西安，设立了教堂。⑦ 这时，基督教内地传道

会系统的“瑞华会”也来三原传教，但一直没有开展起来，后转去大荔、

蒲城一带，因此，三原县基本都是英国浸礼会的教区了。浸礼会以福音村

为基地，向四周扩展传教区域，东至关山镇，西至三原县城，南到高陵县，

北至耀县，周围百余里地，都成了传教区域。⑧“乃更于西安、三原、耀

县同官等城内，各买房屋，设堂布道。”⑨

①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1987 年，第 411 页。

②　 冯葆光：《三原基督教的由来》，《陕西文史资料》第 16 辑，1984 年，第 252 页。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549 页。

④　 邵涤源（A. G. Shorrock），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87 年来华，先在太原传教，1891 年来陕西，一直在陕西。

⑤　 敦崇礼（Moir Duncan，1861—1906），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88 年来华，先在太原传教，1891 年来

陕西，一直在陕西。

⑥　 莫安仁（Evan Morgan，1860—1941），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84 年来华，先在太原传教，1895 年来

陕西。庚子年后，他去上海广学会工作，主办《大同报》，未回陕西。

⑦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第 247 页。

⑧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第 248 页。

⑨　 王云白：《陕西浸礼会的过去及现在》，《真光杂志》1933 年第 32 卷第 5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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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关中地区的传入和深入是与英国浸礼会和山东移民紧密相连

的，范围的扩大和人数的扩张更是和山东移民密不可分。移民成为其传教

空间扩大的主要驱动力和扩张方式，又因灾荒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将基

督教传入了延安地区。英国浸礼会范围从原来的三原以北扩展到陕北的米

脂、延长、延安一带，又是由移民而形成。关中地区在韩城的瑞华会、三

原的英国浸礼会和兴平的北美瑞挪会最为显著，而山东庄即是英国浸礼会

的传教范围。

义和团运动是英国浸礼会在陕西传教事务的转折点，以前传教多在渭

河以北的乡间，以后则注重在城市和渭河以南地区。由西安东到临潼、渭

南两县，西至户县，北至延安，重点放在西安，次为三原及延安，但“福

音村为着传教策源地，始终未曾放弃。”①三原这样一个偏僻的西北小县城，

竟然成了基督教的传教中心地点，先后在三原传教的传教士竟然达数十人，

其中较知名的有莫安仁、祈仰德、司慕德、路司、钟约翰、慕德、武德逊、

客良玉、荣安居、钟维理、钟瑶真、苏罗维、德尔立、耿维廉等人。②

到 1930 年代，英国浸礼会以福音村为中心，“东至关山镇 ( 麟游、凤

县 )，西至三原县，南至高陵县，北至耀县，周围百余里之间，皆为其传教

活动之区域”③。三原县内有上马、三原、荣和、安乐、福音五个堂会，

20 多个支会，信徒千余人。④为了加强对教会的领导，他们选举了孙汉青、

刘丹芝为牧师，王源为长老，成了当地第一代中国教牧人员。“陕西三原

福音村之五年奋进，一次有教友 683 名及学友 866 名之收成。”⑤

福音村村民与山东老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1935 年，在英国浸礼会传

入陕西五十周年时，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分会在三原县福音会举行隆重的纪

念活动，山东浸礼会还特别派遣了严修明牧师出席会议。⑥ 同时，“还在

①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第 249 页。

②　 张冠儒：《三原县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 52 页。

③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漫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第 248 页。

④　 张冠儒：《三原县中华基督教会有关资料》，第 142 页。

⑤　 力宣德：《中国教会合一》，《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 13 期，上海：广学会 1936 年，第 14 页。

⑥　 张冠儒：《三原县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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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村召开了收成大会，七八百名基督徒从各地赶到福音村，住了四天，

进行大聚会。”①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基督教大力推行合一运动。1927 年，在上海

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英国浸礼会也积极参加了倡导本色教会、主张

教会合一的中华基督教会。1929 年，山东浸礼会加入了中华基督教会，并

与山东的其它差会一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下辖青州、邹平、

周村、北镇四个区会。1930 年在无锡召开了中华基督教会首届会议，陕西

的英国浸礼会派英国传教士武德逊）和三原福音村华人长老王云白列席了

会议。此后，已经参加中华基督教会的陕西浸礼会和山东浸礼会，不再以

英国浸礼会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挥作用。1933 年，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山

西大会，下辖太原、忻州、代县三个区会；成立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

下设西京区会、渭北区会、陕北区会三个区会，渭北区会办事处设在三原

县东关油坊道（东关教堂），范围包括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

铜川等市县和渭南、临潼一部分地区、共设教堂 80 余处，时有教徒 7000 余人。

这些从山东过来的村民们，初到一地，人地生疏，生活不易，互相之

间比较团结，对宗教信仰也很有热情。不久，他们集资在太和村盖了三间

草房，作为礼拜用房。英国传教士来到三原后，首先在福音村建立了礼拜堂，

作为传教和教学之用。后来又先后在三原东关和西安购地建立教会，并于

1915 年建立了三原教堂——救世堂，即今天三原县油坊道东关教堂。

英国浸礼会的传教策略也是从教育和医疗入手进行传教活动的。晚清

民国时期，随着浸礼会在福音村立足，当地教会通过医疗、教育、赈灾等

多种手段迅速开展宣教工作。

新式学校：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浸礼会在福音村创建了教会

学校——崇真书院（男生）和美丽书院（女生），除了宗教课外，还开设

了英语、音乐、语文、史地、数学、中西文学等课程，“实开西北新文化

之先河”②。书院有许多自己特别的规定，如男生不准留辫子，女生不准

①　 诚静怡：《福音村收成大会纪实》，第 26 页。

②　《陕西基督教浸礼会福音村崇美学校复兴记》，《真光杂志》1932 年第 31 卷第 34 期，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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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当时女生读书极其少见，因此早期女生基本上全部来自基督徒家庭。

开始有 30 多人，后增加到 60 多人。① 教会学校一般将中西两种教育方式

结合起来，带有新式学堂的风格，如兴办女校，提倡男女平等，女子应享

有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增加新式教材教育内容等。

1922 年，在早年就读于崇真书院、青年时期参加国民革命的王子元主

持下，将崇真书院和美丽书院合并，兼取两校之名，创建了崇美中学，成

为三原县最著名的中学。这里也是陕西省第一所男女生同班的学校。当时

陕西省只有“九所教会高级小学，其中四所小学属于英国浸礼会。② 可见

英国浸礼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努力。

1926 年，刘镇华镇嵩军围困西安，关中各县区无不受其折磨，渭北的

三原县一带尤甚，福音村甚至沦为战场。数十年之经营的福音村崇美中学，

学校校舍仪器荡然无存，多年之功废于一旦。③1932 年，崇美中学努力复

校，④ 直至 1949 年后由政府接管，现为三原县徐木乡的徐木中学。

此外，1908 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包赉恩在三原县东关油坊道街还创办

崇德小学，“服务教会之老职员，强半为该二书院之毕业生。”⑤1925 年前后，

英国女传教士客良玉和阎美英还为妇女开设了“妇女道学班”，培养妇女

义工人才。此外还设立了鸦片禁烟会（禁吸、禁种、禁运）和放足会（劝

妇女放缠足）。⑥1934 年，在英国传教士包赉恩、中国人朱晨声、王道生、

张文化等倡导下，在三原及渭北各地的教会里，还办起了平民教育学校。

民国年间，落后的西北地区各类学校都很少，甚至基督教会的力量也

很弱，相比之下，更能呈现出三原基督教会办学的意义。

本省教会小学极少，多数布道区无教会教育设施。全省共有初级小学

学生 1949 人，高级小学学生 274 人，男生占 80%。全国仅甘肃、广西、贵

①　 三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983 页。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560 页。

③　 王云白：《陕西浸礼会的过去及现在》，《真光杂志》1933 年第 32 卷第 5 期，第 40 页。

④　《陕西基督教浸礼会福音村崇美学校复兴记》，《真光杂志》1932 年第 31 卷第 34 期，第 116 页。

⑤　 王云白：《陕西浸礼会的过去及现在》，第 54 页。

⑥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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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云南四省之小学学生人数较少于本省。①

西医院：早在三原教会成立初期，就创办了西医诊所，开始基本上只

为信徒看病。1911 年，英国浸礼会在三原南郊购地，开办了附设护士学校

的英华医院。1923 年扩建医院，成为当地医院之冠，后因军阀混战而停办。

1935 年，将英华医院财产转给当地地方政府，改名为“三原卫生院”，三

原籍名人、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亲笔为医院题写了院名。今天的三原县

医院，就是在这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西北农工改进会：1930 年，基督徒李海峰捐出自己购置的 3000 亩地，

创立了西北农工改进会。几年后又冠以“中华基督教”五字，称为“中华

基督教西北农工改进会”。“此会责任会员，须正式教友方合资格。”②

改进会主要从事以下事业：1、改良农业；2、提倡工业；3、兴办乡村教育；

4、兴办乡村医药卫生事业；5、兴办救济孤苦事宜；6、提倡宗教道德。为

当地的社会服务事业做出了贡献和努力。

三、移民性和宗教性并呈的福音村

1950 年 4 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三原基督教会人员积极

响应，在三原召开中外代表大会，改组教会，选出华人理事 9 人，将教会

事务交与华人管理。1951 年 2 月 12 日，接受了英国浸礼会的房地产权。

1952 年，包括英国浸礼会在内的外国传教士先后返回本国，结束了外国基

督教会在中国的作用。③ 这时，渭河南北有基督徒约 7000 余人，其中渭北

约 5000 余人，渭南约 1000 余人。1958 年，三原基督教会加入陕西省基督

教三自爱国会。文革期间，三原基督教会停止了活动。福音村的村名也改

为“社教村”。

1983 年秋，三原基督教召开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三原县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三原县基督教教务委员会。2000 年前后，按照村民意愿，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 560 页。

②　 王云白：《陕西浸礼会的过去及现在》，第 57 页。

③　 三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原县志》，第 9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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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村名又重新改回了“福音村”。

福音村是由山东信仰基督教的信徒移民至三原后形成的，与周围其它

村庄相比，百年之后这个关中村庄的最大特殊之处就是宗教性和移民性。

多年以来，他们基本持守山东人嫁山东人的习俗，移民后代要学会山东老

家方言，在家中要用山东方言进行交流，要学会山东面食做法，风俗礼节

都要按山东老家规矩来办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习俗坚持了近百年，直到改

革开放后才有所突破和改变。信徒去世后，葬礼仪式与民间传统葬礼没有

太大区别，但盖棺布、寿衣寿帽、墓碑上都有十字架，平日清明不上坟不

烧香不磕头，邀请教会的乐队及唱诗班来参加追思会和礼拜。逢年过节也

会呈现出一些基督教性质，如对联“举世信徒庆圣诞，各族同道贺佳节；

苦尽甜来是古语，黄金试炼更宝贵”等等。

今天的福音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全村 450 户村民以蔬菜

种植为主，种植面积达 1600 余亩，主要以菜花、芹菜、白菜为主，规模大，

销路广，经济效益突出。2006 年全村主导产业人均纯收入达 5000 元，占

人均纯收入的 83%。① 可以说，福音村十几年前就实现了全村脱贫。

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村民还经常与山东家乡保持交流，回老家探亲和

祭祖。近些年里，回老家又增加了学习蔬菜种植技术的内容。毗领山东青

州的寿光市是中国著名的蔬菜种植地，是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

供应基地，青州老家在蔬菜种植方面也有很强能力和先进技术。福音村主

要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其主要技术来源为山东寿光和青州，老家与移民之

间又增加了新的联系纽带和渠道。

①　 郑发村：《姹紫嫣红总是春》，《咸阳日报》2007 年 11 月 24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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