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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济南市历城区洪楼广场北侧，山东大学老

校西临，有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洪家楼天

主教堂。它既是天主教济南教区规模最大的教堂、

济南教区主教座堂，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

堂之一。

　　早在明朝崇祯年间，即有外国传教士到济南

传教。1650年，西班牙传教士嘉伯乐来到济南，在

高都司巷建天主教堂。雍正年间，朝廷下诏禁止外

国传教士传教，教堂被毁。1905 年，德国人在洪

家楼用庚子赔款修建了天主教堂，附属大修道院、

小修道院、仁慈堂、婴儿院、诊疗所、中学、小学、

铁工厂、木工厂、发电厂等相继落成。德、美、法、

加、意、比、荷、西班牙等国的神父、修士、修女

共有78 人在此传教和教书。

　　洪家楼教堂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奥籍方济各会

士庞会襄修士（Bro．Corbinius Panger）负责设

计和监工，1901 年动工，1904 年建成,1906 年扩

建成双塔哥特式建筑，扩建后的教堂可同时容纳

千人参与弥撒。

　　洪家楼教堂的主要建造者是工艺高超、有胆

略才识的孙村著名石匠卢立成。卢立成生在世代

相传的石匠之家，他勤奋好学，年轻时其石雕技艺

已相当精湛。由于他雕刻的人物、花鸟、走兽等栩

栩如生，经常有人慕名找他购置或定制石雕作品。

德国人聘请卢立成担当工程的总施工、总监管。他

带着本村100 多名石匠，1000 多名工人，按德国

人提供的图纸，历时三年才得以完工。今天，当我

们站在洪家楼天主教堂前，看着两座插入云际、50

多米高的石塔时，很难想到，在百年前尚无先进吊

装设备和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卢立成带领工匠们，

用民间的“土屯法”，是怎样把那些沉重石雕吊装

上去的。卢立成和工匠们用聪明才智在济南大地

上筑起的洪家楼教堂，直到今天仍被人们称赞不

已。

　　洪家楼教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其外观设

计广泛地运用了线条轻快的尖拱券、轻盈通透的

飞扶壁、修长纤细的壁柱、造型挺拔的尖塔和彩色

玻璃花格窗，给人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感

觉。

　　教堂坐东朝西，平面呈十字形，建筑面积约

2600 平方米，整座建筑错落有致。教堂正面的两

侧立着两座石砌方形钟楼塔，塔顶高高耸起。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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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塔夹着中部教堂大厅的山墙。教堂中厅为四

层，两侧钟楼塔则为五层，中厅和钟楼塔连成一

体。中厅和两座钟楼塔的一层分别有一个尖形券

门，中间主门比两侧门略大。门上刻浅浮雕花卉纹

饰，尖形拱门还有三层精美砖雕门框。中厅和钟楼

的二层分别开设三个尖形券窗。中厅三层的山墙

开五个圆窗，各有一小圆窗围绕中间一大圆窗，两

侧钟楼塔的三层各为一尖形券窗。中厅的四层为

五个尖形假券窗，两侧钟楼塔的四层各开尖券形

百叶窗。钟楼塔的五层为八棱塔身，每面各开一长

条尖券形百叶窗。两塔一至四层为方形，各个角上

都有一对方形石塔。这些石塔的塔顶四棱上，都有

石雕飞翅。两钟楼塔的塔尖八棱上，也分别雕有飞

翅。在教堂的东部，向南北突出两间石屋，两石屋

中间各有一高约55米的五层砖砌塔楼，犹如一个

十字架从中部向翼伸展。东部两塔与教堂西部两

主塔相互辉映，错落有致。教堂东部屋顶集中了大

量方形飞翅石塔，仿佛房顶塔林，蔚为壮观。

　　教堂内部空间宏大，两排石柱把大堂分成三

部分，中间是高而宽敞的中殿，两边是低而狭窄的

侧廊，中殿顶棚高于外侧廊顶棚。东端是一半圆

室，分为五个龛，用于存放宗教活动用品及圣物。

半圆室前面是圣坛，圣坛左右分别设有神父室和

贵宾室，中间有短墙与耳室隔开。教堂的西端设有

唱经楼，由此可直接通往左右塔的塔顶。中殿宽达

52英尺，两侧各有对称方形石柱10 根，花格窗6

扇；外侧廊各有壁柱8根，花格窗7扇。顶棚的高

低层次能清楚地感觉到光线的强弱变化：外侧廊

处由于较大的窗户而有较多的光线；中殿有大量

光线从高彩窗射入，它使高处的顶棚像飘浮在教

堂上空一样，使所有在教堂里的人都有升至无形

空中的感觉，就好象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非物质

世界里。

　　教堂虽然是比较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在一

些细微部位上依然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穹顶上的彩画是以植物图案为主的油彩花饰，如

麦穗、葡萄等，鲜艳的图案与洁白的穹顶形成鲜明

的对比。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及亲近自然、天人合

一的传统思想，经过中国匠人智慧的双手，巧妙地

体现在教堂中。教堂主厅的屋顶盖着中国传统小

黑瓦。此外，教堂中门两侧上部石墙雕有两个石龙

头，龙嘴大张，怒目圆睁，雕刻生动夸张，显露了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痕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1985年政府拨专款对教堂进行了全面维修，

后正式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20 多年来，洪家楼

天主教堂始终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坚持独立自

主自办，在带领广大信教公民爱国守法，积极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

被省、市、区人民政府评为先进单位。1992年，教

堂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 年被评为山

东省优秀建筑。

　　今天的洪家楼是济南市重要的文教、商贸区，

新近拓宽改造的花园路商业街位于洪家楼教堂西

邻，成为济南东部新兴的商业圈。2001 年，济南

市政府以洪家楼教堂为背景建成洪楼广场，广场

鲜明地突出了教堂的文化特

色，使其成为济南市颇具特

色、富有文化底蕴和文化品

位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

　　转眼间，百年飞逝。我们

世人的脚步无法丈量一个世

纪的沧桑！站在宏伟的教堂

前，放眼望去，洪家楼教堂风

韵未减，典雅依旧。

　　　　　　　　　　　　

　　　　　　 （作者单位为

       山东省宗教事务局）

        责任编辑  杨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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