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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庙与教堂——建构视角下闽东近代
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同构性研究
（1840—1900）*
Isomorphism of Catholic Churches and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Eastern Fujian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1840-1900）
朱友利
ZHU Youli

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对闽东早期天主教堂的类型学研究

来探究闽东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的关联性。以内在的视角
和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对关联性的溯源、教堂原型的选择
机制及基型建构方式的研究，得出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
与乡土建筑均基于传统民间工匠体系，具有同构性的结论。
闽东近代早期“中西合璧式”天主教堂有别于基督教本地
化时期的“中国式”教堂，对此进行的研究，有助于推进
对近代教堂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天主教堂；乡土建筑；民间工匠体系；同构性；
长时段；被选择；屋中屋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holic churches and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eastern
Fujian province through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churches
that were built in that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Considering the traceability of this relationship,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or
Western-style church prototypes, and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onstruction method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Fujian’
s
early-modern churches and houses are both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ey represent two
isomorphic groups with the same properties. Moreover, as
early-modern Fujian churches blending Eastern and Western
elements differ fundamentally from those built in the
Chinese style during the Sinolization Period（after 1900s）,
this study proves useful for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churches.
Keywords: Catholic churches;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system; isomorphism; long-term
research method; selected process; house-i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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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及兴建的教堂

属北福建牧区 [1]1655。1923 年 12 月，宁德、福安等地从北福
建教区析出，分设福宁府代牧区。中华民国 14 年（1925），

Aleni）受邀来福州传教，成为入闽传教第一人。艾儒略奉

主教公署迁往福安顶头；中华民国 17 年（1928），再迁往宁

行“入乡随俗”的传教方针，以福州为中心，同时向八闽

德三都澳。1946 年 4 月，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福

全方位传播，初步奠定了耶稣会在福建传教事业的基础。

宁府代牧区升格为闽东（福宁）教区。至新中国成立前，福

17 世纪初，为了打破耶稣会对中国传教事务的垄断，罗马

宁教区下设福安、穆阳、溪镇、罗江、宁德、霞浦六个总铎

教廷允许托钵修会进入耶稣会的地盘传教。多明我会、方

区，堂口遍布闽东各乡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教网络。

济各会和法国巴黎外方会相继在闽东立足，并最终间接地

明崇祯四年（1631）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甫高琦（Angel

导致了“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六年（1707），罗马教廷授

Cocchi）到福安县传教，落脚溪东村，把当地民居改为教

权多明我会单独管理福建传教区。多明我会全面接管福建

堂，为外国传教士在闽东建立的第一座教堂 [2]25。据 1950

教务后，在数年时间内，其他修会陆续撤离福建 B。自此，

年统计，福宁教区 6 个总铎区，共有天主堂 71 处，其中本

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教事务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所垄断。

堂 21 处，行堂 50 处 [3]49。闽东教区绝大部分教堂历经了多

A

康熙三十五年（1696）福建牧区主教公署设于福安穆阳、

次改扩建或重建，并受历史上多次教案、台风、水灾或火
灾以及禁教期间的“改作他用”等因素的影响 C，但至今仍

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枪炮的保护和不平等条约作为后盾的

遗存下来不少教堂，其前身均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在近代兴

情况下，近代西方教会一改原先弱势地位，转为强势传教。

建的教堂。除了岚口天主堂 D 外，均位于长溪（福安溪）流

光绪九年（1883）福建代牧区分为北福建牧区与南福建牧区，

域（主要沿交溪及其最大支流穆阳溪）与沿海的交通便利

北区的主教公署由福安迁往福州，原福宁府属各县教务均归

之处 E（图 1）。

图1

闽东近代天主教堂的流布

（作者自绘）

A 托钵会极力反对耶稣会一贯遵循的“利玛窦规矩”传教方式，将局限于教会内部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扩大到中国朝野，导致了康熙之后的长达 120 余
年的“四朝禁教”[ 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禁教期间，教务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
B 康熙四十六年（1707），巴黎外方会会士颜珰（Charles Maigrot）被清政府驱逐出镜，藏匿于穆阳的最后一名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被调往四川，该修会在闽传
教活动宣告结束。乾隆三十七年（1772），方济各会最后一次派传教士入闽传教，5 年后，这名传教士病逝，至此，方济各会在闽传教终结。至解放前，闽东教
务一直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所垄断。
C 有为教案所毁：如原溪东教堂道光十七年（1837）在反洋教斗争中被群众焚毁；穆阳天主堂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十三年（1887）的 22 年中，因当
地群众反对盖新堂，曾两建两毁，现存教堂是光绪十五年（1889）在清政府派兵护卫下才建成。有为台风所毁：如岐头本堂 1966 年受 14 号台风袭击，教堂倒
塌；康厝本堂 1958 年 8 月被飓风刮倒。
D 岚口天主堂位于山顶，易守难攻，曾多次作为教案的避难场所，有“福建教区避难所”之称。
E 1899 年 5 月三都澳自行开埠，作为除厦门、福州外的第三良港，三都澳主要作为福州港的中转港而存在。闽东教会中心转移与三都澳开埠后日益显著的
作用有一定的联系。

︶
1840—1900

溪填，此后约 200 年间，福安一直是全省天主教中心。1840

建构视角下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同构性研究︵
——

在福安罗江设临时主教公署；中华民国 16 年（1927）教区

宅庙与教堂

明天启四年（1624），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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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2

天主教堂的“中西合璧”特征

a）藻井

b）弯枋连栱图

c）月亮窗

d）柱、柱础及柱顶石
c）

d） （作者自摄）

表1
教堂名称

地址

闽东现存主要近代天主堂

始建时间

现存时间

教堂类型

备注

溪东

城阳溪东

明崇祯十三年（1640）

1842 年

宗座教堂、乡村教堂

吴高路德（Coltell）

岚口

飞鸾岚口村

明末清初（1647）

道光二十八年（1848）

乡村教堂

意大利籍传教士利安当

溪填

溪潭溪填

清乾隆十五年（1750）

道光三十年（1850）

宗座教堂、村镇教堂

西班牙神父杨埃迪万

岳秀

溪潭岳秀

清光绪十六年（1890）

1890 年

乡村教堂

穆阳

穆阳

康熙元年（1662）

1889 年

宗座教堂、村镇教堂

教案赔款

韩阳

韩阳城关

明崇祯四年（1631）

1900 年

城市教堂

教案赔款

注：根据《福建省志·宗教志》《天主教闽东教区资料汇编》《宁德地区志》《宁德市志》《福安市志》和笔者实地调研整理。

经实地考察，笔者发现不少天主教堂采用本地建筑材

禁教”期间，天主教在闽东的宗教活动虽被官方禁止，但

料与传统建造工艺，如空斗镶思墙、弯枋连栱、藻井等，

宗教活动转入地下仍能正常进行。从长时段来看，天主教

且外立面甚至与本地传统民居式样无异，呈现出“中西合

在闽东的传教是从未间断的。明末清初以来的传教事业对

璧”的特征（图 2）。同时结合地方志文献考证，发现这

近代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和教堂的兴建产生了长期而潜在

些“中西合璧”教堂的最终建造年代均为 1900 年前的近代

的影响。究其源，明末清初天主教修会初来闽东传播福音，

早期。故本文选取建于近代早期保存较为完好的 6 座天主

多选择居民集中而便于传教的居民区作为传教点，通过购

教堂作为研究对象（表 1）。从时间跨度上看，样本跨越了

置或租赁房屋（堂屋）作为传教场所。如最早的福安城关

1840 年至 1900 年整个时间段；从教堂类型上看，样本涵

天主堂系意大利多明我会传教士高琦（Angelo Cocchi）

盖了宗座教堂、城市教堂和乡村教堂等类型。而这种闽东

在 县 城 购 置 的 一 所 民 房， 清 雍 正 二 年（1724）， 被 官 府

“中西合璧”教堂是否具有稳定的建筑形制——基型？闽东
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没收

[4]363

。最早的三都本堂，也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

高满珍（Emanuel Moreno）副主教到宁德三都澳发展教徒，
将三都里街一座民房改为教堂 [1]1657。某些虔诚的教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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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时段”：闽东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
的关联性

宅为堂”“舍祠为堂”和“舍庙为堂”事件也屡见不鲜。同

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并非始自鸦片战争，明末清初以

也有把教堂改作他用的，如改为其他宗教建筑。明崇祯八

降的传教，为天主教在闽东打下了坚实的教众基础。“四朝

年（1635）天主教传入霞浦，随后在县城南山和北门各建

治二年（1863）西班牙传教士唐巴拉到留洋村行教，利用
张、郑、徐三姓祠堂与众厅地基，修成一座教堂 [5]7。同时

后来历史上发展出来的教堂形制多基于此。

Sans y Jordá）被捕解送福宁府转福州斩首后，霞浦教徒大

中国近代基督教堂是中西建筑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产物。
“舶来品”的教堂文化传入近代中国，必定带来了相应的建
筑技术的传入。19 世纪的西方建筑行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

间的功能互换由来已久。这种互动过程，体现了西方教堂

而近代中国建筑业还一直处于停滞的手工阶段。从世界建筑

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和互译的可能性。而闽东

历史坐标上看，西方建筑文化在整体上比中国更为先进和发

近代天主教堂并非仅在中国乡土建筑的基础上，略加改造

达。文化传播实际上具有双向性，近代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

或更换功能布设以满足教堂聚会之用。事实上，闽东天主

是跨文化的互动过程。而技术传播以技术吸纳为结果，这种

教堂多历经几毁几建，并在近代之前，闽东天主教已积累

技术传播是建立在“技术供体与技术受体之间力求相似”[7]354

了 200 余年之久的教堂建造经验。

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近代早期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水平的
高低，不是由西方技术供体单向决定的，而是以传统民间工

3 “被选择”的闽东天主教堂原型及其
分类

匠体系的可吸纳程度为基础的，并且二者存在一定的相似
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传入闽东的教堂技术是由
闽东工匠体系所决定的。而巴西利卡式平面作为闽东近代早
期教堂的主要形制，是建立在本地工匠以原有知识体系来理
解外来因素基础上的，是基于闽东传统建筑文化条件下的被

式教堂拉近了中国信众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距离，消弭了

选择和调适的结果。现存的闽东早期天主教堂均采用三廊式

中国信众对教堂空间的陌生感，也有利于提高基督福音的

巴西利卡平面，无疑为上述论断做出了佐证。

传播效果；从客观上讲，异质教堂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
落地生根，受到了各种限制，如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
等，并且教堂的建造必须依赖于本地匠师才能实现。

3.2

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的分类
西方教堂的构建由既定比例和秩序原则来控制，并由

在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前，西方教堂经过上千年的发展

模数化方式来组织，不仅有利于快速施工，同时也带来有节

与衍变，早已形成了完备且成熟的教堂范式。就平面形制

奏、韵律化的空间效果。整个教堂平面可以被看成由数个重

而言，西方教堂史上有多种教堂平面，如巴西利卡、拉丁

复的模数单元组合而成，这个模数单元被称为“间”
（bay），

十字、希腊十字等，其中巴西利卡和拉丁十字平面占主

“间”
（bay）又有单开间与双开间之分。对闽东天主教堂测

导。总的来说，门廊（Porch）——中厅（Nave）——圣坛

绘平面图进行分析，取各平面的“间”
（bay）作为研究对象，

（Apse）——祭台（Altar）是教堂常用的空间组织方式。在

分别统计出 B/A（侧廊宽度 / 中厅宽度）、C/A（“间”的宽

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为祭台（Altar）而建，祭台（Altar）

度）的比值，可以看出溪东天主堂、溪填天主堂、岳秀天主

作为基督教堂线性空间的终点，是信众朝拜的神圣中心和

堂的中厅为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而岚口天主堂、穆阳天主

教堂的核心。这种贯穿教堂的自然行进的路线，创造了一

堂、韩阳城关堂的侧廊为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表 2）。从

种单向动态的空间，既满足了教会做礼拜活动的功能需求，

天主教堂平面形制上看，溪东天主堂、溪填天主堂、岚口天

又营造了有宗教意义的神圣空间。

主堂、岳秀天主堂的侧廊为双开间（侧廊边墙为 3 根柱，柱

3.1

子大小均小于中厅，即 Z1<Z2），而穆阳天主堂、韩阳城关

基于传统民间工匠体系的“被选择”

堂为单开间（侧廊边墙为 2 根柱子，柱子大小同中厅，即

有学者针对上海近代教堂平面形制的研究，分析从拉

Z1=Z2）。将平面形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这两个

丁十字向巴西利卡的转变和巴西利卡成为最主要的平面形

种类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巴西利卡式平面，又可以再细分为 2

[6]112

。在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闽东与上海教

种类型。将其与西方教堂平面进行对比，不难发现，闽东天

堂存在一定的共性，但笔者并不认为教堂平面是基于拉丁

主堂与西方教堂原型具有相似的平面形制（西方的十字交叉

十字向巴西利卡的转变。实际上，西方历史上存在并被使

拱结构转译成中国传统梁枋结构），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教

用的各种教堂形制都会在短期内同时传入近代中国，虽然

堂平面原型（表 3）。虽然使用闽东传统营造技艺来建造教

拉丁十字平面更符合天主教的宗教礼仪和象征意义，但巴

堂，但同样受到西方原型样式（pattern）的影响，并且在实

西利卡是西方教堂史上较早的形制，易于建造且适应性强，

际建造中也遵循了西方教堂范式。

制的动因

表2

闽东巴西利卡式平面的“间”各部分比例统计表

教堂名称

B/A

C/A

结论

教堂名称

B/A

C/A

结论

溪东天主堂

1.59∶1

1.37∶1

中厅近似正方形

岳秀天主堂

1.34∶1

1.34∶1

中厅为正方形

岚口天主堂

1.65∶1

1.12∶1

侧廊近似正方形

穆阳天主堂

1.52∶1

0.96∶1

侧廊近似正方形

溪填天主堂

1.2∶1

1.2∶1

中厅为正方形

韩阳城关堂

1.52∶1

1.08∶1

侧廊为正方形

注：A 为中厅宽度，B 为侧廊宽度，C 为“间”的宽度

︶
1840—1900

对外国传教士而言，“中西合璧”天主教堂看似是一种
无奈之举，实质上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主观上讲，中

建构视角下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同构性研究︵
——

神像 [1]1658。由此看来，历史上闽东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之

宅庙与教堂

多脱教，并把两座教堂改为“南门宫”和“道堂宫”，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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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教堂。清乾隆十一年（1746），主教白多禄（San Pedro

104

表3

闽东早期近代早期天主教堂的原型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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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A
（双开间）
Z1<Z2

巴西
利卡

类型 B
（单开间）
Z1=Z2

注：表中“原型平面”图片分别引自：王瑞珠．世界建筑史：哥特卷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57，1148.

4

闽东近代天主堂基型的重构与转译

4.1

闽东天主教堂基型的重构方式：“屋中屋”

多边形，降低了建造难度和经济成本；其次，将巴西利卡
式的教堂空间“置入”山墙入口的中国传统建筑中，这
种“屋中屋”重构方式形成了闽东天主教堂的“双面性”

西方教堂在内部空间、结构体系与外在形式上高度统

特征——内层满足教堂空间需求，外层起外围护作用。而

一，内部空间与外在形式是建立在固定的结构逻辑基础上

且两层结构彼此独立，中间以走道来间隔，用以满足教堂

的。教堂是教众做弥撒的场所，需要大空间满足聚会要求。

使用空间要求。外墙为地方性做法的空斗镶思墙或夯土

从实际建造难度来看，大跨度的中厅（Nave）和圆形的圣

墙，内墙为板壁墙，顶棚用木板拼成木栱或平天花，祭台

坛（Apse）是最具挑战性的，具有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两

（Altar）上部以木板拼合成多边形藻井（穹顶）。闽东近代

大结构问题。

早期 6 座天主教堂均属于这一类型——基型（图 4）。闽东

据笔者实地调研，在闽东天主堂中，建于 1842 年曾

近代早期天主教堂基于传统建筑的内在建构逻辑，利用传

作为主教座堂的溪东天主堂（大厅总跨度 14.53 米）、建于

统木构建造技术很好地满足了教堂的使用功能，化解了中

1850 年的岚口天主堂（大厅总跨度 16.4 米）、建于 1889 年

西建筑形式与技术之间的矛盾。

穆阳天主堂（大厅总跨度 17.3 米）都使用了闽东插梁架体
系；而建于 1890 年的乡村教堂岳秀天主堂也同样使用了当

4.2

教堂的双层屋顶与传统“暗厝”的同构性

地的插梁体系，大厅总跨度也达到了 11.55 米（图 3）。从

闽东天主教堂屋顶有两层，两层之间的梁架加工较为

屋架结构形态上看，为了取得中厅的大跨度空间，取消了

粗糙，往往不可见；下层的梁架加工较为精细。下层屋顶

栋柱，但屋架梁柱连接方式与榫卯等细节加工与闽东传统

有两种：一种形状有如西式拱券，另一种为平板天花，其

民居无异 A。与中国传统建筑空间跨度小的原有认知不同，

做法均以木板拼合，搁置于梁枋之上，并用木吊筋与梁架

实际上中国抬梁（插梁）式木构体系一开始就很好地破解

相连。与西方教堂相比较，闽东天主堂的双层屋顶结构体

了中厅大跨度的结构难题。

系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就建造技术而言，西方教堂圆形圣坛的建造难度远超

（1）建筑材料不同

闽东天主教堂使用木材作为主要

大跨度的中厅。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墙体结构分化技术，

受力材料，包括柱子和梁架；西方教堂则使用石材作为主

使得“墙倒屋不倒”，墙体只起到外围护和分隔空间的作

要受力材料。

用，而室内空间用隔墙灵活地分隔，使得空间具有较强的

（2）结构体系不同

闽东天主教堂使用中国传统插梁

年
2021

适应性，满足不同功能的需求。传统木构技术很好地转化

式结构作为主要受力结构；西方教堂则使用石砌拱券作为

或规避了圣坛结构的技术难度。首先，圆形的圣坛简化成

主要结构。

期
1

A

参见后文图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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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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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构视角下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同构性研究︵
——

a）

图3

闽东天主堂的屋架结构

a）穆阳天主堂屋架结构

b）溪东天主堂屋架结构

（作者自摄）

图4

早期闽东天主堂基型的“屋中屋”示意图

（作者自绘）

c）溪填天主堂屋架结构

d）越秀天主堂屋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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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西方教堂

闽东教堂

a）

b）

d）
图6

西方教堂与闽东教堂结构对比示意图

（作者自绘）

c）

e）

闽东天主堂与福建民居的相似性

a）典型的西方巴西利卡式教堂结构图 b）闽东天主堂典型的梁架剖面图 c）《营造法原》中传统“轩”作 d）闽东天主堂典型的双层屋顶构造 e）闽东天主堂典型的
木穹顶构造
［a）引自：王瑞珠．世界建筑史：哥特卷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57．c）引自：张至刚．营造法原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原图版
五．b）、d）、e）为作者自摄］

（3）施工顺序不同

闽东天主教堂在完成上层坡面屋

暗厝属于一种双层复合屋顶结构，起到空间再划分、装饰、

顶结构的施工后，再做下层木拱顶及天花；西方教堂则先

隔热等作用。从加工工艺上讲，暗厝部分使用粗加工的草

完成内部拱顶结构，再做外层的木质屋顶结构。

架梁栿，暗厝之下可见部分使用细加工的明栿，这种做法

（4）拱顶受力方向不同

闽东天主教堂木质拱顶主要

整体上省工又省料。从结构受力上讲，明栿只承受下层天

受拉力，且以木质吊筋与主体结构相连；西方教堂的石砌

花自身的重量，而上面的草栿则承受整个屋面的荷载。从

拱券则相反，以受压力为主。

建筑材料、结构方式、双层屋顶受力及建构逻辑方面来说，

（5）屋面不同

西方教堂屋面由高低不同的屋面组成，

闽东天主教堂则覆盖在同一人字坡屋面之下；且闽东天主
教堂屋面坡度远小于西方教堂（图 5）。
福建民居普遍存在着暗厝（也称为假厝、覆水椽、轩
等）的做法，与明末计成所著《园冶》和姚承祖所著《营

闽东天主教堂与福建民居有很多的相似性，具有同构性
（图 6）。

4.3

教堂入口立面的转译
西方教堂多位于城市中心，且非常重视入口西立面，

造法原》提到的草架做法相同，是天花的一种，广泛存在

教堂前面都配有足够开阔的教堂广场来满足市民观瞻视角

于南方（包括台湾）民居祠堂和园林建筑之中 A。总体来说，

的空间距离。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教堂多选址于居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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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多位学者均对此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如曹汛的《草架源流》、李乾朗的《台湾古建筑大木暗厝的类型与结构》、刘敦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王佳的硕
士论文《明清江南厅堂建筑轩的形式与演进》等。

礼拜的时候朝向圣地耶路撒冷，那里是耶稣圣墓所在地。

为局促。中国教堂前鲜有西方开阔的教堂广场即可以说明

这样教堂入口立面的强调与教堂朝向的宗教意义之间就产

这一点。西方教堂入口位于短边，而中国传统建筑则是从

生了矛盾。虽然多明我会以信奉正统教义、“反对异端”为

檐面（长边）进入建筑的。为了突出教堂入口立面效果，

己任，但据笔者实地调查，多明我会在近代早期闽东兴建

中国教堂可以依据用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使得长边垂直

的教堂均较为灵活，并无固定朝向（表 4），这也间接地说

于交通要道。教堂是举行礼拜仪式的场所，教堂的朝向有

明了入口立面在中国近代教堂中的重要性。

表4

闽东现存主要近代天主堂

教堂名称

朝向

是否东西向

教堂名称

朝向

是否东西向

溪东天主堂

西北 294°

否

岳秀天主堂

南 199°

否

岚口天主堂

西北 331°

否

穆阳天主堂

北 351°

否

溪填天主堂

北 341°

否

韩阳城关堂

东北 27°

否

中国木结构的立面（Elevation）完全是由其结构决定
[8]129

。中国教堂对入

山墙立面的入口效果，会在山墙面上“叠合”一个传统三

口立面（facade）的注重与中国木结构的“无立面（facade）”

开间的两层门楼，多用石作或灰作两种，门楼柱子上有楹

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闽东民居封火山墙则构成与西

联。从入口立面细节上看，中式的月亮窗替代了教堂的玫

方教堂入口西立面的“形式对等”，西方教堂入口西立面被

瑰窗，位于立面中心，主导整个立面构图。月亮窗上方石

转译成了中国民居的封火山墙，闽东民居的封火山墙成为

刻“圣旨”匾额，向外宣明传教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图 9）。

a）

图7

闽东教堂入口立面与闽东民

居封火山墙对比之一
a）穆阳天主教堂入口立面图
b）韩阳城关天主教堂入口立面图
c）闽东传统民居山墙 1
（作者自摄）

b）

c）

︶
1840—1900

的，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立面（facade）

了中国教堂入口立面的形式来源（图 7，图 8）。为了加强

建构视角下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同构性研究︵
——

中，往往受制于中国传统的街巷式空间格局，使得用地较

宅庙与教堂

固定的宗教意义。西方教堂一般朝东，这样教徒就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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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区。作为后来者的教堂“楔入”成熟的中国城乡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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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8 闽东教堂入口立面与闽东民居封火山墙
对比之二
a）岚口天主教堂入口立面图
教堂入口立面图
b）

c） （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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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教堂基型的立面“要素”分析

（作者自摄）

b）岳秀天主

c）闽东传统民居山墙 2

本文以内在的视角和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对关联性的

策略改变所导致的，在天主教本地化时期教会推行的“中

溯源、教堂原型的选择机制及基型建构方式的研究，分析

国式”教堂，是一种传统民间工匠体系作用下的“中西合

和归纳出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的同构性及其

璧”教堂，是外来的西方教堂文化在中国本地化和涵化过

原因，认为传统民间工匠体系在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的

程中形成的传统和经验在近代的一种延续。在具体的“史

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闽东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的互动性，

地维度”下，闽东天主教堂呈现出了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

从长时段来看，自始至终都客观存在，从而表现出有别于

流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统复兴潮流”[9]411。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有别于由传教

西方教堂原型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特征。究其源，“舍宅为

中国近代天主教堂是殖民背景下中西建筑文化碰撞与

堂”为闽东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的互动性之滥觞。在近代

交流的产物。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在

具体历史条件下，西方教堂原型为闽东传统建筑技术所筛

近代中国教堂中是非对等的，即西方建筑文化处于“中

选，教堂基型的确立是先基于西方教堂原型的解构，再被

心”，具有主导性；而中国建筑文化处于“边缘”，是次要

闽东传统建筑文化转译和重构的结果，并依赖传统民间工

的，其作用往往被忽视。重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中国近

匠体系才得以实现。

代教堂文化中的“主动性”作用和本土适应的内在逻辑，

“中国近代出现了各种形态的中西交汇的建筑形式，总
的说来有两种融合的途径：一种是传统的旧体系建筑的、

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发展状况，
也有助于推进对近代教堂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客观地揭示
和重新评估“被缺席”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近代教堂构

要出现在沿海侨乡的住宅、祠堂和遍布各地的“洋式店面”

建中的作用，重新审视在“殖民叙事”下的“边缘”历史

等民间建筑中，大多数有民间匠人的参与。这类建筑在技

编纂，正是中国的近代教堂研究和本文所作探求的价值之

法上难免存在像洋店面那样生硬拼贴‘洋’样式的现象。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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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化’，另一种是外来的新体系建筑的‘本土化’。前者主

建构视角下闽东近代早期天主教堂与乡土建筑同构性研究︵
——

后者则是中国近代新建筑运用‘中国固有形式’引发的传

宅庙与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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