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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
) ) ) 兼评义和团运动中 /打杀 0教民现象¹

于作敏

(烟台师范学院 图书馆,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 ]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 为非作歹,激起教案, 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 就多数教民

而言, 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 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 其入教动机或是虔

诚的信教者, 或是 /吃教0、/恃教0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

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 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 /打杀0教民,

有失于盲目仇杀, 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 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 /示范0作用与受

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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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基督教民无论是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还
是在后世史家的笔下,形象都不算佳。夹在外国教

会势力与中国反教官绅、民众之间的教民,面临颇为

难堪的处境。民教相仇、民教冲突成为近代教案频

发的重要因素。义和团运动是教案的总爆发, 在运

动中, 团民既杀洋教士,也打教民, 并把教民贬称为

/二毛子0。如何评价晚清基督教民的整体形象?

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中的拳民打教民、杀教民现象?

以下略谈管见。

一

  由于有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 引发教案,
不能不影响教民这一近代新的政治文化群体的整体

形象, 甚至有 /入教皆非善类0, 教民中 /良民甚少,
莠民甚多0之类的偏颇说法。其实, 教民是一个人

员较为广泛、情况比较复杂的群体,不能以简单化的

断语以偏概全。据估计, 近代不同时期的教民人数

大致如下:近代开端时天主教徒不少于 20万人,基

督徒约 300人; 19世纪末, 天主教教徒 70万人, 新

教教徒约 8万人; 1918年,天主教徒约 190万, 基督

徒约 35万;抗日战争前夕,天主教徒 280万人,新教

徒 65万。 1900年, 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 /把天
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合在一起计算, 平均每二百人中

有基督徒一人0 [ 1] ( P87)。可见, 教民的人数不算少。

  就多数教民来说,其来源为或精神失据,需要寻

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

势群体,尤其是破产农民。还有的是比较善良的绅

士, 或原为教堂收养的儿童、教会学校的学生和教徒

的子女。这些人奉教的动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虔

诚的信教者。他们因受到传教士的宣教或与教会的

长期接触,对基督徒传布的福佑众生、祉福于人的主

旨有所认识,形成了生为教会服务、死后救赎灵魂的

志向,并进而归依基督。河北正定县有个本笃庄,这

里原没有村庄,自从建立了教堂修会,来自七州八县

的人在此奉主、苦修, 并经营农业, 逐渐形成村庄。

因村民笃信天主教, 这里的教会名称是 /圣母严谨
西笃会0, 守圣本笃会规, 因而得名本笃庄。[ 2] (P76)另

一类是/吃教0、/恃教0者。 /吃教0者之所以奉教,
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主要是为了眼前经济上、物质上

的好处,而教会、教士也注意以一定的小恩小惠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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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贫病者入教。5义和团调查资料6中有不少此

类材料,如山东巨野县农民提供的情况: /有很多穷
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 而是生活没有出路,为

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

用教堂两吊钱。0 [ 3] ( P292)教民中有些是灾民, 教士通

过赈灾发展其为信徒。有的是病人, 传道人每天在

教会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向其传教。还有的由教会

慈幼机构收养,传教士从小给以宗教的灌输。 /恃
教0者之所以奉教,也说不上有什么信仰, 信教是为

了寻求洋教势力的庇护。他们或贫愚无诉, 入教以

求申冤;或系白莲教等秘密宗教成员,入教以逃避官

府搜捕;或为商贾、手工业者、士绅,入教以求教会作

后盾。不论是/吃教0者, 还是 /恃教0者,就多数教

民来说,其动机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

  教民中也有仗势为恶、依附洋教士为非作歹的

恶棍、流氓。近代教案很多且最基本是因为帝国主

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 但有一类教案则是由于

传教士滥收教徒,教民为非作恶,教士加以庇护引起

的。据王文杰5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6统计,从 1856

至 1898年的 40多年间, 比较大的教案有 78件,其

中,由于传教士袒护教民的有 8件。一些平时在地

方上声名狼藉的人,一旦入教, 依恃势力, 欺压平民。

遇有诉讼,传教士虽明知其非, 亦必出面袒护, 以曲

作直。教士袒护教民,中国官府无法主持正义,平民

受到委曲,怨恨遂愈积愈深, 激起民教冲突, 激起教

案。发生于 1865年的酉阳教案即为此类事件。法

国传教士邓司铎、李国等在当地收买痞匪入教,痞匪

教民仗势欺人, 横行乡里。当地一居民何大发不愿

入教, 痞匪教民刘明钊等数十人血洗何家,杀死何父

等 20余人。事件发生后, 法国教堂加以庇护, 传教

士竟至将绑赴刑场的一痞匪教民劫至堂内包庇起

来,官府无可奈何。张佩超等率领民众焚毁教堂及

教民房屋,杀死教士玛弼乐。这些惹事的痞匪教民,

多数原即为罪人讼棍,漏网痞徒,因传教士的庇护才

得以逍遥法外,一旦入教, 更加有恃无恐, 为非作歹,

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

  但平心而论,应把握以下两点: 其一, 教民中良

民是绝大多数, /莠民0为数甚少, 而非 /半属不安本
分0、/良民甚少,莠民甚多0。如前所述, 教民的基

本来源是贫困农民, 主要动机是 /吃教0、/恃教0。
就文化程度来讲,由于传教士创设教会学校等因素,

与一般人相比, 教民的情况还要略优一些。据 5中
华归主6统计,各省男信徒识字率均在 60%以上,有

的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女信徒识字率是 43%左右,

教民中还有一些官员、文人等上流人物。其二,教民

中绝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 丧失民族立场的败类是

极少数。

二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同以往的教案一样,

与部分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加以袒护、官府袒教

抑民有一定的关系。山东义和团运动早期的几次教

案, 就是由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引起的。如

曹、单大刀会烧打砀山的东湍教堂,是由教民刘荩臣

抢割大刀会首领庞三杰的麦禾而激起;冠县梨园屯

教案是由教民拆掉玉皇庙建教堂, 官府偏护教民而

引发的;平原教案是因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

年存粮不借,并借故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而发生的

冲突。

  痞匪教民依恃教会势力到处为非作歹, 仗势欺
人。官府为了迎合洋教士的心理, 对内实行 /袒教

抑民0政策: 民控教则拘传不到, 既使被管压, 外国
传教士也能硬请释放;教控民则照状办理,平民根本

无申诉之机。平民负冤戴天,忍无可忍。这样,痞匪

教民恃教欺民,成为各地义和团 /闹教0的重要而直
接原因。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甘心
充当侵略者走狗的 /二毛子0是其中极少数的败类。
从山东的情况看, 根据5筹笔偶存6提供的材料, 正
如荣孟源先生在/序0中所言, 只有少数教民跟随洋
教士来对抗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之后,跟随洋教士

向人民讹诈 /赔偿0者, 也还是少数教民; 纠众抢劫
平民者,更是极少数的教民。

  义和团对教民却不能区别对待, 特别是当义和
团运动发展到京、津、直隶并达到高潮时,团民在一

些地区见教民就打,误杀了不少平日行为端正的信

徒。义和团的 /杀洋灭教0、/杀尽二毛子0把大批普
通教民推向了绝境。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 多数教

民仍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有的教民

在生命危急关头,仍向满腔怒火的义和团团民解释:

/虔诚之人亦必热心爱国家,并不私通外国0, /奉教
是恭敬天主, 并非随外国0 [ 4]。即使是那些躲入使

馆、教堂的教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只是 /冀免一
死0的逃难者, 而不是自觉投靠侵略者的投敌者。

一些教民在洋兵、洋教士的裹胁、蒙蔽下与团民进行

了对抗,但正如一位教民所言: /仆等不过相与同心
竭力, 冀免一死而已, 岂甘心叛乱, 敌我王师

哉? 0 [ 5] ( P49)避难于教堂、使馆的多数教民都是抱着这

种/冀免一死0的简单的求生心理。诚然, 其中也有
自觉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 /二毛子0。在义和团
攻打天津时,就有 /教民混迹入城, 举火内应0, /每
战又登先陷阵, 锋锐不可当0 [ 6] (P257) ; 在义和团攻打

西什库教堂时, 就有教民周某等身着号坎, 假扮官

兵, 在教堂和使馆之间送信、传递情报 [ 7] ( P599)。义和

团运动失败后,有少数教民仗洋势力欺人,对团民进

行报复,以至欺压一般平民。这些投靠侵略势力以

至于依靠八国联军来报复、残害同胞的教民,已沦为

民族的叛徒和罪人。

三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不少教民包括大量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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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被杀。据天主教徒李木大5拳祸记6和英耶稣

教士季理斐5庚子教会受难记6等书记载, 被杀的耶
稣教士有 188人, 信徒 5000人; 被杀的天主教主教

5人,教士 48人, 信徒 18000余人; 合计被杀教士、

教民 23000余人。

  义和团反对教民的斗争是近代反对外国教会侵

略势力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表明, 外国教会

的压迫及少数痞匪教民仗势为恶是激起义和团反抗

的直接原因。一份义和团揭贴申明: /兹因天主教
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 下压中华黎

民, 神人共怒, 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

拳,保护中原, 驱逐洋寇, 截杀教民, 以免生灵涂

炭。0 [ 8] ( P149)揭示了义和团 /闹教0、/打教0的正义性
质。/烧打教堂0、/截杀教民0是团民对教会侵略势

力、对为侵略势力服务的少数教民怀有深刻仇恨的

表露。

  团民 /截杀教民0具有浓厚的单纯复仇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义和团运动初期,即在山东兴起的阶

段,教民被杀者很少。只是当义和团运动向京、津、

直隶、山西等地发展, 达到高潮时,才在直隶、山西等

省出现了大量教民被杀的情形。究其原因有:

  其一,外国教会和八国联军所激起。在少数洋

教士、教民被杀后, 传教士夸大事端, 向各国公使报

告,危言耸听,造成紧张空气,公使们函电纷驰,一若

大祸临头,要求派兵保护,在津沽海口兵舰云集,并

派兵入京,有若干乡村教会组织武装如临大敌,这些

都足以刺激人心。正是在与官兵、八国联军、教民的

对峙中,为了防御和报复, 才出现了大批教民被杀的

情况。

  其二,封建顽固势力所煽动。教民被杀以直隶、

山西为最多。这与主政的裕禄、毓贤两位顽固派人

物煽动仇教行为有极大关系。在山西, 时任巡抚的

毓贤曾下令教民背教,否则身家性命难保。他还自

命为大刀会头目、义和团之首领, /自将红布抹额,

手持短刀,自率团民往天主堂中将传教洋人男妇老

幼六十余人悉数绑到抚署大堂上。略问数事, 即命

开刀, 团民与兵丁乱刀俱下,将六十余人悉数乱斫成

泥。 (所谓耶稣教民情愿反教, 俱予省释; 其天主教

民不愿反教者,除将男丁杀去并将女人分给各兵团,

任意奸淫致死,更不堪入耳之事矣。)随退堂谓文案

诸君曰: -你看我颇象老团之上法否。0 [ 6] ( P266)这无疑

纵容、鼓励了团民对教民的仇杀。山西一省, 教士、

教徒被杀者超过了 6000人。太原附近教民除极少

数幸免于难外多数被屠杀,被杀者相当多是无辜的。

在直隶,与裕禄的态度有关, 几乎无县不发生焚堂杀

害教民事件, 全省被杀男女教徒约 6000人, 因受困

而死者约有 2000人。

  义和团由于愤恨少数胡作非为的教民而将运动
的锋芒指向整个教民群体, 反映了农民运动策略思

想的简单、粗糙。义和团 /保清灭洋0的口号表明团
民对中外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有所

认识,但其 /灭洋0思想存在着盲目排外的严重弱
点。他们见洋人就打, 见教堂就烧, 见教民就杀, 见

洋货就砸,而/见教民就杀0是其盲目排外的重要表
现形式。本来教民都是自己的同胞, 多数教民是为

/吃教0而奉教的穷人, 并非全是洋奴走狗。义和团
的/杀尽二毛子0, 对这些人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

把大批求保身家的普通教民推向与自己对抗的绝

境, 树敌过多并削弱了自己, 还伤害了大量无辜。有

必要说明的是,在一些地区, 义和团也曾经采取了对

教民加以区分、争取教民出教的简单的争取政策。

如山东义和团运动初期的 /说明翻教即放回0; 北京
义和团在进攻西什库教堂时曾两次把敦促教民投诚

的书信射入堂内。但这种强迫教民放弃自己的信仰

的政策是偏颇的, 且由于运动声势的猛烈和成分的

复杂也不可能得到认真的执行。因此,大量教民不

可避免地死于非命。

  总之,义和团所树起的仇洋灭教的旗帜及烧教
堂, 惩教士、教民的行为是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

正义之举。而把仇洋灭教推向 /灭尽洋人教民0的
极端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

力。正是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 /示
范0作用, 外国传教士的夸张声势和八国联军的镇

压,将初期较为理性的/闹教0推向灾难性的仇教狂
热。当然,我们不是说这种盲目仇杀与团民的自身

弱点、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无关, 无法也无须否认团

民对教民那种极端的报复政策的盲目性、落后性。

我们还必须同时指出, 八国联军在所谓 /保护0教
士、教民的侵略行动中, 给基督教以外造成的死亡人

数, 至少是教士、教民死亡人数的 10倍以上。这是

那些自谀为 /文明0而鄙视中国的反抗者为 /野蛮0

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当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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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ppraising the Christians in the Late ChingDynasty

YU Zuo-m in

( Library of Yantai Teachers College,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Since a few Christians bullied people supported by foreign chrches, the anti- Christianmovement thus a-

rose, and the image ofChristianswas greatly damaged. For the Christian majority, however, theywere a weak soc ial

group compsed either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spritual sustenance or of the poverty- strichen peop le. On the one

hand, the upsurge and devlopm ent of the BoxerRebellion had some connectionsw ith the fact thatwhile a few Chris-

t ians ruffians bu llied peop le, the priests and the governm entwere partia l to their side; on the other hand, most Chris-

t ians were patr iot ic and k ind. That the Boxers blindly attacked the Christians can be impu ted to the paroch ia lism of

the sm all producers, but to a large exten,t to the fore ign invasion and xenophobia and Christian- hat ing feelings of

the diehard feua l elements.

Key words: the late ChingDynasty;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an t-iChristianmovem en;t the Boxer 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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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 of Incubator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

LIU Feng-tao

( School of Managem ent, T ianjin Un iversity, T 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The incubator and venture capital are bot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ew

econom ics. The venture capital of incubator is the ir comb ination. In th is paper, the venture capita l of incubator is

discussed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rough app lying systems analysis.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structure construc-

t ion of innovat ion systems finally com es dow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mechanism by ana lyzing innovation

systems. According to incubator s' tra i,t the incubator is proved to be a kind of efficient innovation mechan ism. The

venture cap ita l of incubator is proved to be the key function of the incubator by analyzing the double a ims of venture

capital of incubator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t illum inats that venture capital of incubator is usefu l for the en-

terprises by some examples. And then the functions of ven ture cap ita l of incubator are confirmed in constructing re-

lations and solving the issue of surviva,l etc.

Key words: nat iona l innova tion systems; incubator; venture cap ita l of incub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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