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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王守中
（爨衷舞蓬大学瓣吏系，氆零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１９世纪下半咛鲍由东教案，多发生在簧西薅不在鲁东。扶琵教缨纷魏主导责任营，盎教圭教琵肇事喾８
起，占１８％；官缚民众肇事者３６起，占８２％。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也多由刀会拳ｊ生组织所发动，并
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敷复某些传统观点，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
侵略有一定的关系，丽更为羹溪蜘愿因是东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麓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瓣
不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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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用大炮运来的商品和机器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然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就以义和团激烈反对的铁路和轮船

教案墨义季耩霆发生静藤嚣楚一个卡分复杂豹阕蘧。密

来说，墨时孛雪懿铁路才剐蹦嚣始穆建，嫠没有对鹜琵经济

的论者只强调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忽视甚至否认其他因

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失业的人究竟有多少，值得研究。据袁

素的作用。帝国主义侵略无疑是教案与义和豳发生的原因

旭估计，庚子前后，顺天府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

之一。正爨嚣方列强耀大逡将基餐教抒入了审嚣，劳显大炮

瑟受铁路之害者”，“约露万余入－［２１（”’，这是闻题瓣一个方

与宗教相表里，不断扩大与加深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

面。新的生产方式的弓｜进，也为一些人创造了新的就韭机

略，促使中网传统社会逐渐解体，从而导致守旧官绅和民众

会，丽受铁路、开矿之利者又有多少人，就没有人提及了。至

的反教寨传，持最终演纯成了义翻圈的“灭洋运动”。但是扶

予轮船运输监确乎使中国的帆船业大衰，因此失韭的船夫、

反教案｛譬的多发地和义翻圃起源地来看，它与遭受外力侵略

永手为数不步。然貌类失业者最多的是沿海地区的人民，拖

的程度并不成正比而恰成反比。即遭受帝国定义侵略较照

们为什么不去组织义和团反对轮船运输：１７至于内地运河

的中国沿海地区发生教寨相对较少，两遭受侵略相对较轻的

运输业的停滞，与近代沿海轮船运输业的兴起固然麓一定的

痰陆地区，反薅教案多并最终成了义穰溷的发源地。爨翔，

关系，然运河运输停滞帮瘦奔的根本原瓣，一是１８５３年太平

从全国来稽，在１９世纪下半叶，遭爱列强侵略最严重的是广

军占领南京，造成了清政府满粮运输的大幅下降；二是１８５５

东、上海、哭津等省市，丽教案发生最多的却是遭受外力侵略

年黄河在河南铜甄厢决口，从山东穿过运河入海，使大运河

较轻静疆搦省。就趣东邋送霖论，跌第二次鸦片陵争舞始，

滋东憩段淤塞，渣政府虽然褥费了大量入力魏力攀豁揽挖，

遭受列强侵略最严重的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而山东教案

也仅能维持少量运输。至１９００年，漕粮大都改成折色，便将

分布特点，却恰恰是受外力入侵相对较轻的西部地区最多。

运河废弃了。因而运河船夫、水手以及相关的脚夫和各种店

据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由东魏区掰发生魄黼踅教案黪统计，共涉

镶人员失鲎者，鼓不能说与清政府恢复海运没有美系，毽主

及３０个州县和城市，其中发生在济南、泰安、究州以西及黄

要原因却是黄河淤塞运道的结果。至于把船夫、水手的失

河以北地区的共２１个州县和城市，占发生教察州县城市总

业，说成是因为修筑了铁路的缘故，更是无稽之谈。当时中

数的为％，东部建区龟援鲁囊酶郯城县在肉共９个髑关城

霾还没套骖筑起一条南ｌ艺运输豹大铁路，铁路怎么会残了；ｌ蚤

市，仅占３０％Ｈ］。这些事实说明，研究教案与义和团的起源，

夫、水手失业的嚣魁呢？

要能自圆其说，不能排除促使其发生的其他因索。
志论纛认为，义秘瓣之所以反对薪的生产方式，是嚣兔

洋货对中国的冲击是融大的．但在１９００年以前，受冲击
最掰密的是沿海地区，恧教繁多发地秘义秘匿的起源地，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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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不在沿海而在内地，亦即受洋货冲击相对较轻的地区。

时，即使不得已按照总理衙门芙于永远不得向教民“勒摊勒

如果说来自魏方的机制商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失饭碗

派”此等冗费的指承办理了，其内心也是不情愿的。特别当

簸多魏邈疲怒沿海戆送静入疑，可是毽餐帮没鸯像义纛露那

遽蓟旱灾髑县宫豢国率众祈掰时，教民不参魏，不摊派有关

样去憎恶洋货。所以，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视为义和团发

费用，那些官老爷们心里什么滋味，是不难想像的。因而，当

生的主要因索，至少就山东的情形髫，是没有说服力的。

士绅民众因迎神赛会和保卫圣道等与教士、教民发生冲突，
或酲监教±没堂传教时，茨恶教±、教民憋缝方害大都港在
民众一边，一起反对教士设堂传教，由此又招致外国教士和

当时的山东地方官吏中，不论是同情、支持反教者与义

公使的责难。否则，允许教士设堂传教，就是“袒教抑民”了。

秘霹懿李秉衡、张汝梅、簸爨，还是圭张镇歪义翻溺酶其他富

整个社会处在蒙昧迷信状态，蠢关民教冲突事终熬发生，岂

变，都异日同声地说教士、教民对平＆的欺凌压迫，是激起民

止仅是地方官的责任。

众反教和义和团的根本原因。历史辫实证明，这种情况确实

～嫂御使言官等谴责地方留对教案不能“持平办理”，大

存在，特别在譬午战争以焉圣言会的传教区内，矛盾比较尖

都是以传统法律习俗力尺度的，所以彳也们德穗“袒教掇民”的

锐。其原囡主簧是教±急于发展教德，把一些不良分子拉入

结论；外国教±和公使谴责地方宫不毹“掩平办理”，鲻是以

教内，在这贱人肇事以后，教士往往又滥用特权，袒护有加，

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宽容条款”为依据的，他们对限制激士

弓ｌ起宫绅民众的反感与憎恶，这无疑趋激起民众反教的重要

买地建激堂和歧视教民的行为，则往往“执约以相诘资”；袁

溅因。毽就整个教案统诗来看，真燕巍教±教＆肇事的案彳串

整氖谴责墟方宫不麓“持平办遐”，瓣试为德们不懂约窜，对

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１８９５年以前山东发生的４６起案件教

仇教者不但不肯查禁，反而对众风煽，潜导而阴驱之。怠教

案中，除民人与教民的一般民事纠纷２起忽略不计外，其余

案既成，强邻执约以相诘责，则又畏洋人如虎，任其欺凌勒

凌教±教瑟肇事者共８藤，鑫案终总数的１８．２％，鑫富绅＆

索，无益予民，图痣予窝。掰以焱强调“试鞠瑟教”，褒予“颁

众肇事的鲻起，占８１．８％。甲午以詹山东６４起激案的统计

示约章，整顿吏治”［３“踊啪）。论者一直对袁世凯的政策持批

更进一步表明，刀会、拳社组织成了教案的主要肇事者，教士

判态度，难道像１８９９年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那样，一味煽动反

教民肇事寨黪憋毙鲷就更小了。、豫地方富察摄审所说的教

教，造成大量“无蠡予琵，匮癍予圜”戆教寨就霞确吗？

士教民欺凌艨追平民的搴，大多都魁泛指，此类案件究竟有
多少，从没有具体统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寇的，就是此
类情瑟仅限予德国圣富会的教±教民，天主教方济各会弱

由东教案的多发逡秘义秽瞩懿起源地，获敷在鲁嚣蠹陵

英、美等国新教各会的教士教民，很少发现类似情况。然发

两不在静东沿海地区，与帝国主义侵略有一定的关系，然更

教者和义和蹦却没有因此而对不同教会加以区别，这固然有

为重要的，是东西部地区经济义化等发展熬异的缘故，同时

一般民众分不清仿国教会有关，但也决不是一概笼统地用教

也与天生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朔传教方针攘关。

士教民的欺凌歪追所能辩释通的。

溺东露郝趣嚣，包括曹娴骑、兖蛾府、窳晶府、济宁赢隶

人们通常认为地方官对教案不能“持平办理”，是激起民

州和济南府的部分州县，多属赞泛冲击平原，在生产力极端

众反教的另一驻要原因。不论是言宦御使还是餐抚大臣；不

低下的古代，易于耕作，因丽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摇篮。但

论是遽方±绅还是一般瓮众；不论楚教±教民逐是终鏊公

与东部的登翔、菜娥、青熊三襄誊栩毙，秀都环境毙较闭塞，近

使，都无不持此观点，但其含义却各有不同。有的认为是州

代以来谯外力刺激下，东西部的发展表现出照著差异。山东

鼹官受外人挟制而袒教抑民；有的认为是地方官“不遵约章”

东部地区雨量比较充沛，旱涝灾害较西部地区为少，怒山东

藤套意阻止传教，对攫起攀溃豹±终不终处理等等。逮方窘

小麦、纛米、营薯鳇藏产医，氇憝慈生、承暴程搀蚕翡玺产基

为何各方面都不讨好而多遭谴责？他们处理教粲是否都不

地。此外，沿海各州县海产品也很丰富。猩靠天吃饭的时

持平？关键问题在于以何为“持平”的标准。

代，东郝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同时，该地区沿海

州县官办案，向以中瞪的传统浚律和民俗炎依据，但楚

港日众多，商监贸易活跃，人民思想也较开放，毙较易予接受

列强的“治钤法衩”和基餐教的习俗，使中国的传统法律翻民

外来思想和新鲜事物。而西部地区盐碱土餍分布面积大，土

俗受到了严煎挑战，这既使地方官感受到了权力的失落而愤

壤贫瘠，生产条件差，同时经常遭受黄河泛滥的危害，人民生

愤不乎，也对趱出了传统法律和习俗的民教案件难以适应。

活极端困苦。穷困生活的折磨使人心烦意燥，失去忍瓣性，

鲡对教鬣不参翔迩祷赛会弓ｌ超弱瑟教冲突案俘，蓊按传统法

易予产象各种绣纷秘矛霆，为餐静秘密缝技的流传铷遗了适

律习俗处理，令教民参加这类公众活动并摊派捆应的费用，

宜的土壤，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民教冲突只不过是诸多

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习俗，教士教民就认为是不能“持平办

社会矛盾中的一种。这些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爨然酿

纛”，必不答波；若龛洛教民不参热这类活动秘摊派鳇等冗

戎大规模酶柱会净突。掰疆，瘗东西部成为历变上农＆趣事

赞，又必然招致平民的不满。所以这类教案无论怎样处理，

最多的地区之一。仅在１９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该地区就爆发

都会遭到不问人们的谴资。按实际情况，当时的一般官吏都

过鲁谣南的长枪会趣事，鲁西北的自莲教和宋景诗起察，以

怒摄传统的，德靛遥裂拳襻辑恧、晟承迷信等氏教冲突寨俸

及运溪港岸的幅军怒事等等。这些起事少卷数万人，多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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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人，均转战于山东西部地区。此外，这一时期太平天国

里转圈子，在神道结社中寻求慰藉，因而极易受益惑并产生

北伐援军和捻军，也曾数次转战山东，而主战场也在山东西

排外思想。所以，当１９００年东部人民继续同洋人做生意，将

部。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山东各地农民起事，征

草帽辫、落花生、茧绸和丝等土货扩大出口时，西部武城县的

调大批军队云集山东，使该地区遭受了残酷的战争浩劫，生

义和团却以洋货为名，将沿运河贩运草帽辫和落花生的“全

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民众生活愈加困苦，人民耐性不

船货物烧抢一空”【６““…。

足而燥性有余，习拳练棒，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匪盗用以
打家劫舍，良民用于防身护家。
除了经济条件造成鲁西地区社会矛盾较多外，山东教案

有论者认为，鲁西地区各种异端活动盛行和成为义和团
的故乡与该地区士绅稀少和软弱有关ｎ Ｊ（…’。笔者认为，关
键不是士绅的多少和强弱，重要的是士绅的文化心态。

的多发地和义和团的发源地之所以在鲁西，与当地人对儒家

山东是儒学的发祥地，而儒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

文化的感情也有关系。山东西部在古代是儒家文化的发达

宗。作为圣人之乡的山东士民，历来尊儒学儒，对传统文化

地区。翻开历史，我们看到，古代鲁西人靠攻读儒书在历朝

富有优越感。当基督教对官绅权力、家族制度、儒学理念、传

作官的，不仅比山东东部地区多得多，就是在全国也是著名

统信仰产生巨大冲击，特别是与儒家纲常伦理发生尖锐矛盾

的。这种传统使他们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但儒家文化是

时，那些以饱读诗书自栩的士绅们，更以卫道士的身分出现，

以过去为理想的，这便养成鲁西人特有的保守性格，比之其

或台前或幕后地倡导各种形式的反教活动，或者阻挠教士置

他地区为甚。虽然后来鲁西地区的经济落后了，人民受教育

买房产，或者不准教士设堂传教，甚至驱赶教士、打击教民等

的程度大大降低了，作官的人大大减少了，但士绅们对儒家

等。因而山东各地均有士绅倡导反教案件的发生。但相比

文化的感情和卫道意识，却没有因此而减弱。特别是孔孟故

之下，山东西部的士绅比之东部的士绅心态更加保守，卫道

乡的兖州府和济宁直隶州所属各州县的人民，对儒家文化更

精神也更为强烈。对此有关志书多有记述。如记滋阳县“士

是心向往之。而基督教的教义则与儒家的纲常礼教有许多

风和厚雍容，不事奔竞”。泗水县“周孔之教，衣被独多，士廉

格格不入之处，传教士们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和

而朴，不习进取。民贫而惰，不善盖藏”。聊城县“近邹鲁之

冲击，使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渐渐产生了信仰危机。

乡，沾孔盂之化”，民“务稼穑治生，不喜为吏”。茌平县“地近

为保卫儒家文化传统，对儒家文化有特殊感情的鲁西人，在

圣居，重礼教而尚名节。人多淳厚，好文学而务农桑”。济宁

强烈的卫道意识驱使下，必然向基督教挑战者发起猛烈抗

州“士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君子以才雄

击，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反应。

自高，小人则鄙野难治”［４“Ｐ¨’等等。这种传统心理习俗，是

正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养成山东东西部人民

阻碍人们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无形之墙。同样是山东

不同的民性。山东东部本来也是“地瘠民穷”，但由于地处沿

士民，居东部者就很少有“近邹鲁之乡、“地近圣居”而自高的

海，交通便利，人民与外界交往较多，比较重视发展商品经

感觉。相反，他们受沿海环境的影响，心态比较豁达开放，有

济。有关志书记其民俗说：莱州府“男通鱼盐之利，女有纺绩

的士绅甚至转而从事与中外贸易有关的新式商业，促使东部

之业”；潍县“民务农商，有富庶之风”；博山之民“本业不足，

逐渐向现代化发展。台湾学者张玉法教授根据美国哈佛大

治未有余”［４］【…’等等，都表示东部人民“贱商”思想较轻。近

学教授因克勒斯关于现代化的九种心理倾向的理论，曾对近

代以来虽受外力入侵较重，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由于人民

代山东人民与现代化相关之心理状态作过测度，现摘录东部

心态比较开放，他们没有千方百计地去维护男耕女织的旧体

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和西部兖州、曹州、东昌三府的测度结

制，而是转向了从中外贸易中去寻找实惠。他们很快地接受

果如下：东三府各属传统心理指标得２９项，现代化心理指标

了传教士等人引入的草帽辫、花边等手工工艺，并使其产品

１８项，传统心理与现代化心理之比为１．６１：１。西三府各属传

成为山东省重要出口商品。对于传教士引入的美国大花生

统心理指标得５３项，现代化心理指标得１２项，传统心理与现

和新的果树品种，人们也迅速传播种植。同时，随着蚕丝和

代化心理之比为４．４２：１［８“啷）。由此可见，西三府人民的保

茧绸出口的增加，民间养蚕业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人们从中

守性要严重得多。这正是西部人民不善于容纳新事物，惮于

外贸易中得到了实惠，也使他们有了一点余钱去购买外国机

变革，反对异质文化的基督教，维护旧传统的根本原因。所

制商品。这样一来，人们对洋人洋货习以为常，也就不会盲

以，西部教案多于东部，并最终成为义和团的故乡，也就不足

目地去排斥了。山东西部比较偏僻，人民深闭固拒，不习外

为怪了。

务。有关志书记载其民俗说：菏泽县“男子专务耕织，不事商

山东西部之所以成为教案多发地和义和团的故乡，还有

贾”；巨野县“民务耕织，不好远游”；单县民“以耕桑为业，不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山东西部是天主教势力的集中之

通商贾”【４］（瞄’；冠县“人多愚直，易于鼓惑自胜，自清末以迄

地。意大利方济各会的势力集中在济南、东昌、泰安、武定４

于今日，白莲教、青红帮、黄沙会、圣人道及各种神教名称不

府和ｌＩ缶清直隶州等地；德国圣言会势力集中在兖州、曹州、沂

一，皆假借神道以聚徒结社，善男信女趋之若骛”ｂ１。这和东

州三府和济宁直隶州等地。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教义和

部人民“务农商”、“治末有余”的风气是何等的悬殊！环境闭

礼仪等方面，天主教保留了较多中世纪的烙印，而在反封建

塞，重农轻商，安土重迁，导致了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民心

斗争中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新教，则反映了资本主义节约、

态保守，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只能在传统小生产的模式

平等、民主的精神。这就使该两教近代来华的教士在思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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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传教方针等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其一，天主教神职人员实行教阶制，不同职位的人员具

标榜，对其评价甚至超过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革力量和
以孙中“ｌ为首的革命力量。这来免有点不实事求是。侍么

蠢不弱戆投秘。这藏滋生了毽餐在中嚣要求富除酶悉憨。

＃秽觉溅”？羧照现代汉语词典醵辩释：凳疆，辘是醒慑；觉

他们要求按照教中品秩对等中国官吏品秩，使其神职人员在

悟。是指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程度，即“由迷惑而明白，由模

中国享有相应的礼仪，并于１８９６年迫使清政府制定了《接待

糊而认清”。如果魁觉醒的力鬣，在当时就应当达到如下两

攀宜五条》，放法律上满建了经稻戆愿望。越外，德嚣圣言会

点谈识：第一，就孛毽酶晷馕来说，应认识到孛国已经落后

主教安治泰，还从清政府接连索得了三品、二品、一品预戴的

了，需薅改革或革命；对｜日传统哪些应当扬弃？哪些应当继

头衔。而新教教：上在这方面则未曾有过分要求。，相比之下，

承？怎样才能把中国推向前进？第二，就反对帝国主义来

自然弓｜起富员假对魏教浆不弱反成。其二，天主教，尤其怒

说，什么叫反帝？什么叫搀努？怎襻才能掇索藿主义越史中

德国圣言会的教±，作风粗暴，行为专横，也引怒中国宫绅鼠

国，达剿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恰治是在这魈根本闯题。ｔ，反

众的强烈不满。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就是个生硬鲁莽之人。

教者和义和团是不能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革力缴和以

他不仅遭到中国宫绅民众的猛烈抨击，就是在德国教±中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相提并论的。当时的改革力璧翻革

阕，也不是缀受欢遗鹣。德经常对富爨程横翔揍蠹。主教这

命力鬣，都一致认谈弼孛鼙已经落后了，谶两谊髓麓以ｌ诤界

样，其手下的传教士有的则更变本加厉。１８９５年，署兰山县

先进国家为参照系，对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制魔进行

令朱钟琪就曾控告圣富会教士白明德说：“卑县德国教士自

了批判，倡导新思想、颟道德和建立薪制度，通过大力发展资

竣德者，疆险谬庭，贪诈溯模，一味恃势凌入，不识札义廉酝。

本主义寒把孛国攘海蘩进。姿时谴键虽然都没寿直接把矛

所收教民类皆市井无赖齐民不齿之徒，每每恃教欺压乡民，

头对准外国侵略者，但他们都痛恨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其

一有龃龉，白明德就颠倒曲直，代为出头函请究办，并不遵约

奋斗目标，最终都是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寓强，使中华民族

令教民自褥舆星。遇有伤痕，亦不令其到寨请验，无凭无诞，

自立予擞赛民族之林。这是誊时推动孛嚣翦送的觉熬力量。

不准不休。每案必捏称打伤教友，为抵制之谋；被抢财物，为

丽反教者和义和嗣，在对上述阔题的认识上，却没有～点是

讹诈之计；甚歪讹财物又讹地，俾可广立教堂。其计愈狡，其

“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的。他们根本不承认中国已

势愈横。不特在本县如楚，闯郯城、爨县等处，皆控案累累，

经落蘑了，因此无须改革或革命，薅提出“扶清”的口号，与清

莫不痛心疾蓠，敢怒不敢亩。”丽对阐在该县黉教的美国薪教

政府巾的守ｉ叠派结合起来，在富目捧外的阉嚣于，也反对改革

激士纪力实，朱钟琪则印象甚好，称“其人颇知礼仪，安分少

和革命。所以，在反教者和义和圃的救国方案中，我们没有

搴，决不与民争竞，于预公事。百姓也礼貌有加。”因此，该娶

发现一条主张改革、建设国家的材料。他们奋力保卫的，都

令请求巡挠李秉衡转瓷总瑾衙门，转告德篌，将疑赘德辩之

是孛蘸迂经落后了瀚｜毽酶传统襁翱度，并穗酃些最元价值的

归国，或调掇远方；对美国教士纪力实加以裘扬，以资观

“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愚昧迷信发展到了极至。绝大多

感［９］（”’。从这一例证哪见，天主教士与新教教士思想作风

数教案和义和团的研究者都认为，反教者和义和团对帝国主

之不嚣。其三，天主教与赫教懿传教方针也套缀大差吴。天

义认识不清，毽们分不清嚣么镧反帝，侍么＃睡瓣钤，嚣瓣陷入

主教大都着眼于以发展激徒为目的，只注重数凝不注重质

盲目排外的境地。反教者与义和团的主要目标是想灭掉洋

魑。为发展教徒，教士们尽力为其提供政治上的帮助。圣言

教，把一切洋人洋物清除出中阑。其斗争的主要手段，是用

会主教安治豢就普在德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写遂：“为了确

烧杀捻掠来“灭”审潮的教民。这秘筵单他的粗暴手段，不可

保传教士工作的顺利送行，传教±有时必须帮渤教徒打宙

能解决人们的思怨信仰问题，闲丽也就灭不了教。他们幻想

司。有时不老实的信徒会滥用教士的善心而胡作非为，有时

凭借“神灵保佑”和“刀枪不入”的迷信武器，把一切洋人洋物

传教士成为教徒虚假虔诚的糨牲晶。”１７ Ｊ（刚尽管这样，然教

都赶出中国，在中隰那样贫弱的时代，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帮韵教徒抒富司的事仍凑觅不鲜。疆秀这种酸治援勘程

反丽使审国负了一个违背国际公法之名，遴受了丧较褥强酌

易于发生纠纷的鲁西地区，是吸引毅徒的最为有力的手段。

《辛丑条约》之灾难。即使退一万步说，假如义和团能够成

所以，虽然天主教投入的人力物力逡比新教少，健他们发展

功，把一切洋人洋物都清除出去，把中国蒜拉回到闭美自守

盼教徒帮毙额教多褥多。饲翔，到１９整纪来年，天主教方济

酶隧代，拒绝与一弼羚入交往，抠缝接受黔洋懿一凌赫悉憨

各会和圣言会在山东共派有５６名教士，发展教德８万人；＿ｉｉｉｉ

和新事物，把自己孤立于地球之外，只能对中国有害，不利于

颠教１５个差会数以百计的教士，总共才发展激徒１３３６４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入ｎ。】锄掰。痰予天主教发展教徒不撵手段，数其教徒素质太

整赛送入中溺，孛重走爨憷赛，这是掰史发聂酸不霹遂

麓。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怒穷苦的民众，但难免混进一些惹是

转的潮流。产生予保守土壤上的义和团，其盲目排外的行为

生非的不良分子，极易滋生教案，因丽针对天主教的教案远

表明，它不是一支推动中国进步的觉醒的社会力量。

比耪教多。翔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９４年由客发生的４６起教案中，属
天主教的３６起，占７８．３％；属新教的９起，占１９．６％。

马克思曾摆爨：当｜鑫割度本身还相信也应当穗信爨己的
合理健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测性的。滔铡度犯的不是个入
的谬误，而是历史的谬误。反教者与义和闭演出的就怒反对

四
有论卷常常把反教者稳义稳潮作为“觉醒”的力量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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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制度，维护｜珏传统、旧制度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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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刘青瑜.LIU Qing-Yu 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的原因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8(1)
嘉庆十年查禁天主教活动是嘉庆朝禁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嘉庆朝最大的教案,在天主教东传史和清代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此次禁教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中外文化冲突、天主教与当时的民间秘密教门的相似性和传教士之间的争斗.

2.学位论文 程玲娟 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东教案研究 2006
晚清山东教案或民教冲突主要是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与山东地方社会发生一系列碰撞而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会频繁发生碰撞，这种碰撞的根源与实
质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教会教士在入住并试图立足于山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与地方社会所发
生的碰撞主要缘于教会教士作为一种新的不同的势力强行涉入地方社会所引发的社会空间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本文即是从资源争夺的角度来审视晚清
山东所发生的重要教案或民教冲突。一般来说，资源争夺可分为物质资源的争夺和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本文选取梨园屯教案、兖州教案等作为非物质资
源之争夺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在这些教案中，民教双方的冲突主要围绕非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本文选取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诸如曹单砀山教案
、巨野教案、沂州教案、嘉祥教案等作为物质资源之争夺的典型案例来探讨，在这些教案中，民教双方的激烈冲撞主要是由物质资源的争夺而引发并展
开的。
梨园屯教案发端于传教士和教民要在该村玉皇庙建立教堂，此案中民教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发展与农村民众玉皇信仰息息相关。所以该案可以被看
作是“上帝”与“玉皇”之间的一场斗争。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玉皇庙已经成为村社中公共的文化信仰空间，而教堂作为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外国公
使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被迫授权下，强行切入村社抢占村社公共的信仰空间；与此同时，教会势力与村社精英展开政治资源的争夺，当村社精英不得不成
为村社事务的旁观者和容忍者时，教会便成功夺得原本属于村社精英主导的管理空间和权力空间。为了维护传统村社的空间资源及空间秩序，村社精英
特别是村社布衣精英与民间组织结盟，领导民众将这一对抗进行到底。如此，教会与村落、村落群的空间争夺战在持续升级中通向义和拳运动的爆发。
兖州教案缘于天主教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欲进入儒教圣地——兖州城设堂传教，因此该案可以被视为“上帝”与“孔子”之间的一场冲突。作为圣人
故里兖州早已历史地成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空间、儒教信仰空间，而兖州官绅则是这一方文化空间、信仰空间的天然尊长和当仁不让的主宰者，他们掌控
着这一空间内的诸多资源如文化资源、信仰资源及舆论资源等，而这些资源又现实地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源。教堂作为陌生空间，依恃强权屡次试图打
入异教空间的圣城，兖州官绅利用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各种资源，于教案初期发起强有声势的“揭帖”战，并以“身体”和“性”为主题与教会方面展开
信徒资源的争夺。最后在德帝国强权的支持下，教堂空间终于成功切入兖州城。教会空间的成功切入从“符号战争”的角度来说，天主教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反教斗争以及官绅所掀起的反教舆论动员已经使得反教的观念、意识在更大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空间的争
夺势头和深入人心的反教动员相结合，在随后的义和团风暴中深刻显现出来。
从如上的教案来看，非物质资源的争夺是造成民教矛盾与冲突长期胶着的主导因素，但是把晚清山东教案之主要原因都归结为非物质资源的争夺
，显然是片面的，它更广泛的是表现为物质资源的争夺。或者说物质资源的争夺在某些地区的教案诸如鲁西南大刀会反教案中表现的更为激烈、残酷
，如曹单教案、巨野教案、嘉祥教案与沂州教案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交织着权力的争夺。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为教会依恃强权广泛干涉地方词
讼以及争夺村社主导权等；而物质资源的争夺则主要表现为财物、收获物、房产及土地等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在生态危机中，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欲
立足于地方社会并得到扩展，就必须参与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在这场资源争夺运动中教会因有国际背景而占有优势，教会势力及教会空间才能够以强
劲的势头冲击、挤压着的地方社会的经济空间、权力空间以及民间组织空间。这势必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地方官绅及民间组织的或明或暗、或缓或急、
或单独或联合的抵抗与斗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的步步进逼之下，国家的生存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威胁的情
况下，大量的民教冲突在长期的、严重的资源争夺中不断趋向激化、升级并最终通向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3.学位论文 张云峰 贵阳教案再研究 2009
贵阳教案是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影响较大的教案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贵阳教案是西方侵略中国的产物，而中方是反侵略的行为；教案的交涉和处理
过程中，法国依仗强大的国家实力提出无理的要求，清政府继续沿着妥协投降的路线，出卖民族利益。仔细查阅相关史料，结合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情
况和贵州当时的形势以及清政府围绕贵阳教案的交涉，不难得出与传统观点相异的结论：贵阳教案是贵州官绅不满天主教传播对自身政治、文化权威的
冲击，同时为转移贵州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引发的尖锐的内部矛盾而盲目排外所致；教案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审时度势，通过适当的妥协，最终妥
善解决了贵阳教案，避免了战争。法国传教士在进入贵州传教的同时，在当地兴办新式学校和慈善事业，对拥有文化资源和权利资源的当地官绅的权威

是一大挑战。咸同时期的贵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全省烽烟四起，农民起义不断，地方当局无力镇压，为了转移视线，便把矛头对准在黔
天主教教徒和传教士，发动盲目的排外运动，制造了贵阳教案。教案爆发后，法国依据中法之间既定条约，要求惩办凶手，赔偿白银。清政府对贵州官
绅“草菅人命”和“害及外国传教之士”者也准备“设法惩办”，但又认为教案的处理“关涉国体，若徇外国人之情，将中国带兵大员即行惩办，转足
以涨其骄”，因此对教案的交涉一度采取推诿迁延态度。在既定条约的约束和国势衰微情况下，清政府艰难的从传统的羁縻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应允
惩办贵州地方员官，赔偿白银和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以明智的妥协了结了贵阳教案，避免了战争，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4.期刊论文 汤开建.刘清华.TANG Kai-jian.LIU Qing-hua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35(5)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
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
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
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
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5.学位论文 史伟东 雍乾嘉查禁天主教教案的法制考察 2006
本文对雍乾嘉查禁天主教教案进行了法制考察。文章认为，雍乾嘉查禁天主教具有四个特点：一、总的趋势是查禁越来越严厉，法律条文越来越明
确和严密；二、雍乾嘉查禁天主教受皇帝个人影响很大；三、禁教的严厉程度与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四、雍乾嘉查禁天主教的另一个特点
是越来越和国际因素相关联。这四个特点中第一点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查禁天主教的法制日趋完善，反映了清王朝的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
转变。

6.期刊论文 田胜.黄升永 1869-1870年建德教案研究 -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7)
建德教案是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结果是清政府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打压非教民.这场教案也对当地特别是当地官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纵现建德教案发生的原因、经过,应给建德教案一个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7.期刊论文 刘国强 清末广东教案透析 -安徽文学(文教研究)2007,""(4)
清末广东,是教案的多发地区之一,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在耙梳、整理、分类统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
,对清末广东教案发生的原因、性质、影响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便更加深入地探讨教案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8.学位论文 刘国强 清末广东教案研究 2003
该文所关注的问题有三:第一,清末基督教在广东传播情况怎样,教案与基督教传播、教案与不平等条约关系如何?第二,清末广东教案的总体状况怎样
?换句话说,清末广东一共发生了多少起教案,其主要原因、特点如何?第三,清末广东教案的性质和影响怎样?该文从原始资料入手,耙梳清末广东教案的来
龙去脉,进而根据清末广东教案的特点,划分七个时期,逐期讨论分析;同时对影响较大并具有显著特点的一些教案进行了个案研究,以便更清楚的认识清末
广东教案之复杂情况.通过对清末广东教案的全盘考察,首先可以认知,其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教案起因比较单纯,但多数教案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这些原因包括:对列强侵略的痛恨和反抗;中西之间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晚清广东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治安状况恶化等.其次,从总体性质而言,清末广东
教案具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但也具有盲目性和落后性.再次,从总体影响而言,清末广东教案给帝国主义传教势力以一定的打击,迫使它有所收敛和在侵
略手法方法有所改变;但是教案的落后性、盲目性,使它并没有达到阻教会势力的扩张和反侵略的目的,相反,每次教案大都以教会获取到更大利益告结.同
时清末广东教案也加剧了社会动荡,教案的赔款又摊派到百姓的身上,致使百姓生活困顿,民不聊生.总之,清末广东教案无论对西方国家还是对中国都是一
场灾难.

9.期刊论文 江斐 梨园屯教案与冠县乡村社会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1)
19世纪中后期,外国教会势力渗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引发了村民之间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各方面的观念冲突.同治八年(1869年),梨园屯民教双方
议分义学之地,教民获得包括玉皇阁庙基在内的三亩多宅第.在如何处理村庄公共财产--玉皇阁庙基这一问题上,民教双方围绕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的五次
冲突,折射出了民教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财产权观念上的分歧.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由于地方政府无法协调村社内部的矛盾,长达20多年的民教矛盾终
于发展成为亲戚乡邻间的血与火的战斗.

10.学位论文 李春博 南京教案与明末儒佛耶之争——历史与文献 2004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礼部侍郎沈氵隺发起的反对天主教运动,被称为"南京教案".利玛窦的"补儒易佛"传教策略引起儒佛耶之间的早期争论,但他
通过学术交流的传教方式把争端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龙华民主持中国教务后,鼓励王丰肃在南京扩大传教规模,儒佛耶之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南京教案
爆发.南京教案发生后,教徒被捕,教堂被封,传教士在经过审讯之后被遣送澳门.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儒佛人士对天主教展开更为深入全面
的批判,明末儒佛耶之争进一步深化.普通民众、反教士绅、护教人士、万历皇帝对南京教案的不同反应,显示出儒佛耶之争贯穿于南京教案的始终,南京
教案是儒佛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天主教的结果.有关南京教案的史料主要保存在《圣朝破邪集》中,该文最后部分通过对该书的作者、版本与内容的考察,指
出它在南京教案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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