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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
刘丽敏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

文章以晚清乡土天主教民的恩宠信仰为视点，试图从恩宠的逻辑、恩宠的内容、恩宠的实现三个方面来探

讨教民对恩宠教义的吸纳过程，从而提出，果报观念、神功崇拜等乡土文化资源是转化与安置恩宠教义的建构力量，它
决定了教民的恩宠信仰虽然采纳了天主教的符号、语言与仪式，却与传统的文化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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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来华的西方教会带有浓烈的政治侵略

恩宠的教义却早已有之。天主教神学强调恩宠具有如

与文化征服色彩，因此，对于以其为组织核心的社会

下特性：（１）对罪人的爱，即对那些违背天主意志的人

群落一教民①，学界评价一直不一，对他们的界定往
往陷于“吃教者”或“洋教徒”的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

仍施以爱；（２）对人类的罪无条件地给予宽恕；（３）通

而教民自身的信仰特色和文化意义却长久地被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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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天主最终使所有罪人复活并进入他的王国。如果

忽略了。本文通过讨论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对“恩

说原罪与拯救是构建基督教义整体逻辑的两大基石，

宠”教义的理解与实践，来探索中国基督教民的文化

那么，恩宠则是连接这两大基石的纽带，并且将天主

心态与信仰特色，以期能够进一步揭示教民的内心世

教的其他教义如爱、宽恕、基督的救赎、信、末日审判

界，从下层的视角来丰富学界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交流

等等穿凿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神学理论体系。尽管西

以及近代以来民众宗教意识嬗变的研究。本文利用的

方教会在宣扬恩宠教义时，对它的理解与阐释也不是

材料主要来自《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北京救世堂
１９２０—１９２７年陆续编印。以后简称《致命》）与《献县教

绝对一致和确切的，但各派一致认为天主赐人恩宠是

区义勇列传》（河北献县教区１９３５年编印。以后简称

而配得天主的恩宠。因此，有两个观念一直受到教会

《列传》）两套文献。

的强调，（１）恩宠是存在于信徒内心的需要，这种需要

过圣子的献身和人们对福音的接受拯救人类的罪；

没有条件和不索代价的，不是因世人有何价值或功绩

是天主使人们产生的，为的是将人们引向拯救。恰如

一、果报观念与恩宠的逻辑

《圣经》上耶稣所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
了你们。”（若１５：１６）（２）恩宠在信徒内的实现即恩宠
的到来并不是由于信徒，而是由于天主的意旨。“天主

恩宠（Ｇｒａｃｅ），拉丁语称Ｃｒａｔｉａ，源自希腊语的

拯救了我们，以圣召召叫了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的

Ｃｈａｒｉｓ，对应于希伯来语的ｈｅｎ，确切地指给某人的恩

行为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这恩宠是在万世之

惠。恩宠是天主教的重要教义，即天主给予人类的恩

前，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弟后ｌ：９）简而言

典，亦称圣恩、圣宠、神恩等。在西方教会的教义发展

之，即恩宠的起源、实现都取决于天主而非教徒，恩宠

史上，恩宠神学在晚近才形成它的系统表达，但有关

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天主的救赎。天主教持原罪

【收稿时间］２∞７—０６－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为：０７ＣＺＳ０１６）“晚清乡土教民的信仰与民间文化——以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的阶段
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丽敏（１９７８＿一）。安徽怀宁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
①严格说来，“教民”应该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的所有中国居民。为行文方便，此处暂将其作为“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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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听信蛇的诱惑，违背天主的命

界是本人或子孙的实实在在的现世人生）和功利性

令偷食禁果，这一罪行在人类身上世代传承，是为原

（报应的终极目标是使人世生活幸福），同时吸纳了佛

罪。它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源。要想彻底洗

教果报观的“三世轮回”与“天堂地狱”说，将世间的一

涤罪性，获得解脱乃至升天堂享永福的荣耀，只有依
靠天主的宽恕与拯救。这一基本思想决定了恩宠的主

切存在，小到家庭婚姻、个人命运、大到历史事件、王
朝兴替，都用前世今生善恶报应因果轮回来予以诠

导权在于天主。因此，恩宠的神学逻辑表现为：（天主）

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

赐恩宠——（信徒）守诫命，行善功Ｌ（信徒）得恩

到”。［４１

宠——（天主）拯救。要求在乡土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

果报观念对教民恩宠信仰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

的教民全盘接受并践行这一规范的教义是不切实际

恩宠起源的理解上。教民往往将恩宠视为天主对其虔

的。在现实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教民必然会根据其固

诚与善行的赏报。如同果报观以人们言行的善恶为报

有的理解体系与诠释系统建构起自己的恩宠逻辑。

应的“因”，教民将自己的“守诫命，行善功”作为得恩

教民一般都将恩宠理解为天主对教民“守诫命，

宠的“因”。而如前所述，在天主教的恩宠教义里，恩宠

行善功”的嘉赏。在许多教民看来，只要谨守教规，多

并非一种因果逻辑，恩宠是早已存在的前提，不管人

行善功，天主就能给他们带来幸运，如“诸事顺遂，生

类的表现如何，天主已经通过耶稣的道成肉身将恩宠

意兴隆”【１Ｊ（卷三一，或摆脱贫困，“渐渐成为小康之

赐给了人类。恩宠的根源在于天主对人类的爱，他希

家”【临三·１刀；能帮助他们驱逐邪魔，治愈病痛【１ｘ卷三，弼；能

望藉人类对恩宠的渴望而信、望、爱自己从而最终将

护佑他们添丁进口，生下儿子【ｌ】（卷三，聊；甚至于在他们

其引向拯救。“守诫命，行善功”只是人们信、望、爱天

受到地方社会的不公待遇以及有意伤害时，能为其泄

主的表现，是天主恩宠的外在表现，恩宠的荣耀源白

愤报仇，让那些施害者不得善终。在义和团运动中，一

天主，最终仍归于天主。恩宠信仰的这一神学意义是

些勇敢的教徒常常为了救护行动不力的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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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深受果报观念与功利主义信仰传统熏染的乡

放弃逃生的机会。对于这些教徒，教民总是给予类似

土教民难以深切领悟的。是以，（天主）赐恩宠——（信

这样的评价：“这样令人惊讶的大功，死后在天堂一定

徒）守诫命，行善功——（信徒）得恩宠——（天主）拯

也有另外的赏报。”ｔ２］０３４）这一点在程歃先生对当代某

救的逻辑链在教民的信仰世界里往往被简约为：（信

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采访中也得到了验证。该教徒是

徒）守诫命，行善功——（天主）赐恩宠——（信徒）得

这样描述天主的恩宠的：天主造的一男一女吃了一颗

恩宠。自身的虔诚与善行是“因”，得恩宠是“果”，天主

树上不该吃的果子，以后的子孙都背原罪；个人做错

的无边神功是实现因果循环的神秘力量。虽然从教会

了事，有本罪。要恭敬天主，才能洗罪。别把世上的事

的资料来看，教民口头上也都将恩宠归于天主的爱，

看得比天主重。世上存钱不经花，存点粮食遭虫蛀。要

宣称教徒应该爱天主，但这种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

善行救人，不要攒钱。这边省着点，在天堂攒着，有报

留在“人伦之爱”的水平上，而没有上升为神学意义上

答。到了天堂的人也不一般大，有各种品级。积德大

的“超脱之爱”，而且，教民更强调信徒对天主的爱，因

的，愿意享什么样的福都可以得到，到了那地界，福就

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赢得恩宠的前提。

定位了，不涨不落了，永远死不了，有罪受罚的也了结
定案了，不能再变了。１３］
可见，恩宠的逻辑链在教民的思维世界里往往会

另外，受果报观念的影响，在教民的信仰中，天主

不但赏善，而且罚恶。《致命》与《列传》中有大量关于
背教者或残害教民者的悲惨下场的记载。这些人或者

被掐头去尾演化为：（信徒）守诫命，行善功——（天

自觉良心不安而自尽或惊吓而死；或者害怕教民和官

主）赐恩宠——（信徒）得恩宠。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出，

府的报复，投乱为匪而被官兵擒杀；或者染瘟疫、生怪

教民的恩宠信仰深受民间果报观念的影响。“善恶到

病受尽折磨而亡；或者家道衰落沦为乞丐等

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

等ｌｘ卷三，器．卷七．６３；卷八强鲫；卷九蕊卷十四舯，不一而足。对这些人

民众倾心信仰的果报观是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佛教果

报观相互融合的结果。它一方面保持了传统报应观的

的下场，教民的说法是“盖明受天主显罚”、“明是天主
显灵”、“此乃全能天主替我报仇之圣意也”［１１（４§Ａ，６９－７０）．

伦理性（以世俗的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家族性（报

等等。“明”的强调则表明教民对此种说法是深信不疑

应的承受主体是行为者及其子孙）、现世性（报应的世

的。有趣的是，在一般乡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会有如

①天主教把信仰和善功同时作为得到天主恩宠的条件。但大多数新教教派认为恩宠只能通过信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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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遭遇则是应了俗语所说：害人终害己，天理昭彰，

来的秘密教派大多都会杂糅儒、释、道等各家偶像，创

“做损事的”或“不作的好事的”终会遭到“老天爷”或

造出一个至高神，并以这个至高神为核心，构建出一

“上天”的报应，即“没得好死”或“不得好结

套宗教理论体系，因而受到很多民众的青睐。天津静

果”【－ｌ＠－ｐｅｅ，ｎ越哪。由此可以看出，教民与一般乡民，虽
然使用了不同的语汇，但均是依据善恶报应的逻辑做

海县一位笃信过在理教的老人说他家不祭祖先，不敬
门神财神，只供奉在理门的至上神“南海大士佛”，理

出解释的，差别仅在于施报的主体是传统的“老天

由是：“哪一个神也没有南海大，一参南海，有求必应，

爷”、“上天”还是“全能的天主”。

佛光普照”，“代表”了诸神、祖灵所能赐予的一切福
荫ｏ

二、神功崇拜与恩宠的实现

ｔ７１３５２）

乡土教民的恩宠信仰中也显露出传统神功崇拜

的心理痕迹。对天主、圣母、耶稣及诸圣等神功的崇拜
与祈求是促使教民皈依的一个重要原因：“天主是普

天主如何恩宠，即天主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

天下最大的神，信了天主之后，其他鬼神就不在话下

对人的恩宠？对此，天主教的教义并没有作出过多地

了。”ｆ３墩徒张福至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拳民逮住，差点

描绘，而且教会一向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最终会损
害天主的至上与崇高。恰如康德所说，“真正的崇高不

开膛，突来三位朋友将他保下：三人遂将福至释放，叫

能含在任何感性形式里，而只涉及理性的观念。”四㈣

福至说：“我们奉教人为什么给他磕头呢？他是个假

但“缺乏抽象思维的下层民众要求神灵的具象特征。

神，是人做的泥胎，是个泥娃娃。”又云：“各处药王庙

他们意念中的彼岸力量，需要可视可感的对应物来加

甚多，霸州北关有药王庙，善连营有药王庙，哪个是真

以表现。”网因此，“天主如何恩宠”这个命题实质上探

神？全是人做的泥娃娃，我不给他磕头。”【－附Ｌ，鳓

他穿上衣服，大家劝他说：“你给药王磕个头就去吧。”

讨的是，中国信徒如何让天主实现恩宠，亦即各种人

无论是神位的高低之辨还是神性的真假之辨，其

生际遇在教民的观念中是经由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

实质都还是“神功之辨”。因此，“最大神”与“真神”的

式而与天主的恩宠发生关联的。

身份认知背后蕴藏的是传统的神功崇拜心理，透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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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相关教会史料，教民对天主恩宠的述说往往

晚清乡土教民信仰的神功化趋向。在神功崇拜心理的

是与对天主、耶稣、圣母及其他诸圣的“神迹”的述说

暗示下，教民借助丰富的宗教联想，将日常生活中各

相伴随的。对神祗的崇拜与信仰是一切宗教的特征。

种各样不同寻常的奇异事迹归为天主的恩宠、圣母的

对于中国乡土民众的神祗崇拜，学界多以“多神性”或

庇佑，如脱贫致富、驱魔治病、添丁进口、惩凶罚恶等

“混杂性”，“功利性”或“经营性”等提法加以概括。这

等。在义和团运动中，教民甚至将“受伤不流血”、侥幸

些特征的共同根源在于，中国民众观念中的神祗是被

出逃、天降大雨阻断拳民的进攻等纯属偶然或意外的

“人性化”、“功能化”和“社会化”的超凡力量。神被赋

事件也看作是天主或诸神神功保护的结果。而大量诸

予人的秉性，被贴上社会的印记。神人之别主要在于
神具有凡人所不备的功能，也就是神功。民众对神祗

神（尤其是圣母）显灵施展神功的“圣迹”更是成为教

民坚不背教、勇于反抗或静候致命的精神支柱。庚子

的态度在好与恶、信与疑之间来回游走。好恶、信疑的

年间，来自各种传播渠道的关于圣母神迹的传闻非常

转移则取决于神祗能否如人所愿地实现其功能或者

普遍【１Ｈ卜，４；卷ｆ‘国卷十－－，３）。传说当圣母出现时，通身发光，

说神功的大小。由此可见，民众对神祗的崇拜与信仰

浮翻于空，天兵簇拥，枪炮不入。有时圣母甚至亲自动

其实是对神功的崇拜与信仰。因此，他们才会不顾忌
神的出身、宗教的门户，而以“灵验”与否为准绳，逢庙

手，将子弹、炮弹拨向两边（类似于义和团的“闭门分

烧香，见神磕头，多多益善；同时又可以随时随地地见
异思迁，对那些被认为不能满足其愿望的神灵弃如蔽

还有很多。嘲

履，甚至鞭笞拷问。与此同时，由于需求的多样性以及

烈的神功期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教会、传教士

砂”法术）【ｔ墙十三，４－－５》。诸如此类的“神迹”在两套专书中
教民们丰富的宗教联想一方面是源于其内心强

对祭拜仪式耗费的时间、资金的考虑，人们更期望通

的有意推动。运用宗教联想培养教民的宗教意识是教

过在同一所庙宇里祭拜某一个神就能解决现实生活

会对教徒进行宗教治理的一种手段。在《致命》与《列

中所有的或大多数问题。因此，在讲求“多多益善”的
同时，民众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有一个至高神或者说全

传》两个文本中，作者的这种倾向非常鲜明。此处略举
一例，试作分析。庚子年阴历五月十九日（６月１５

能神。正是因为深悉民众的这种心理，在民间生长起

日），教民崔连氏被义和团杀害，当时她的长子、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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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献县总堂修道院修道。三十三年后的五月十九日（６

到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启示而激活了传统的形式，难

月１１日），教宗比要第十一将她的长子崔若瑟召至罗

做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教会人士显然意识到

马，亲自祝圣，立为直隶永年教区司牧，次子玛窦亦与

了天主教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让天主与中国民间诸

之偕往，二人“在罗马圣京，备受各国人士之欢迎”。对

神处于竞争态势，而且天主必须在竞争中处于优胜地

于两个日期的巧合（并不排除教会精心安排的可能），

位。这恰恰反映了天主教信仰和中国民俗信仰在乡土

作者作了一番神学意义上的阐发：“这两个日期赶得
这样凑巧，不能说是偶然的，更不能说是任何人安排

世界里的双向渗透。这些“神迹”是信仰的附属物，不

的，平心而论，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天主的圣意，天主如

调着天主、圣母、耶稣等信仰目标无与伦比的灵验性，

此措置，一来是为显扬崔连氏致命的功劳，二来是为

对教民宗教意识的形成及天主教信仰的延续与扩布

教永年教区的首任主教将自己所得的尊荣，全归功于

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神迹”传闻充分利用了中国民

致命的母亲，不敢自以为功，鄙见如是，是否允当，请

间信仰与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各种元素，具有浓烈的中
国民间神话传说的色彩。下面就是—个较为典型的例

读者自定从违可也。”１２１＂３４１）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极力想在“母亲致命”和“儿

仅为教民而且是一般乡民都乐于传诵的。它们重复强

子。

子祝圣”之间建立一种宗教关联，即“儿子祝圣”是“母

温树林，圣名若瑟，年六十六岁，河间县东北景城

亲致命”挣下的尊荣，其目的还是通过这一关联使读

地方温家洼东村人。自幼读书，长而弃儒习画，专赖着

者接受天主的恩宠观念。而这种宗教关联在那些不能

卖字画养家糊口，因为这一类的货品在穷乡僻邑之

深切体悟恩宠教义的教民那里，很容易就会被转化成

间，难以销售，遂携妻子搬往北京去住。到北京后，闻

“因果报应”的逻辑或者至少与“因果报应”的逻辑相

有所谓天主教者，心窃慕之，自思教以天主为名，与中

混淆。另外，从这一关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天主的

国古儒敬天之说，颇似相合。某日乘间，到了西什库天

恩宠具有家族性、继承性等特征。恩宠的承受主体可

主堂中，求听道理，并借书看，温树林心地正直，天资
灵敏，经人一开导，越法觉着天主教的道理，有可研究

万方数据

以是信徒本人，也可以是整个家庭（族）及其他任何成

员。“本家中若出一位圣人，合家诸人，皆能得莫大的

的价值了。从那时以后，除了从事绘画，应酬雇主以

利益。”圆斛嘲宗教虽然是一种群体现象，但宗教体验

外，就一心研究教理，或在家中独自浏览圣教书籍，或

的发生本质上具有个人性。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天主

往教堂去向教士们质疑问难，一连六年的工夫，始终

的恩宠主要还是针对信徒个人的，这一点与佛教果报

不懈。六年以后，教中的道理规诫，全融会贯通了，就

观的个人性有相通之处。但天主恩宠的家族性、延绵

决意进教，求领圣洗，奉大圣若瑟为本名主保，他一家

性也并不完全是在中国土壤下的变异，而是为天主教

人，随他的表样，听他的指教，也都弃邪归正。温树林

本身所具有的，在《圣经》中就有很多反映这一特性的

领洗以后，恪守教规，虔诚敬主，居然是一个模范教

记载。只是当其在西方确立起统治地位之后，教会更
强调恩宠的个人性和属灵性，而相对淡化了对家族利

友。天主嘉其真诚，神恩之外，又赐以形恩。有一天夜

益等外在的、世俗的因素的关注。天主教进人中国后，

的秘诀，果然自从那一天以后，他在绘画的手艺上，大

招徕信徒的需要以及中国文化的宗法特色使得这一

见进步，不久就成了一个有名的画工，人皆以“温先

特性再次凸现出来。

生”称之。凡温先生绘画的山水人物，人皆争先恐后的

间，他仿佛看见大圣约瑟亲自发显，教给了几个绘画

在神功崇拜心理与宗教联想思维的作用下，教民

购买，虽贵不辞。为这个缘故，不多几年以后，就发了

将各种奇事异迹编织成具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神迹”

大财，从此衣食有赖，用度充裕，用不着耍手艺以求蝇

传闻，在教民内部甚至乡土区域社会中广为流传。这

头之利了。遂于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返回故

些传闻，事虽微小，但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按照

里，安居度日。回家以后，即劝人奉教。粥燃一段文

教义的规定，真正的信仰是反对具象化、巫术化的“神

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原义并不倡扬的“形恩”：

迹”的，尤其反对将天主具象化。但根据中国基督宗教

“大圣”显身，言传身教。它的逻辑（心诚则灵）、组成元

的传教史料，早在明末天主教再次传人中国之初，为

素（诚心或善行，圣神显灵，加倍的诚心或善行）、表达

了吸引下层信徒，传教士就开始利用各种“神迹”如驱

方式（异梦、秘方或神术传授）以及价值取向（善恶报

魔、治病、传教士的尸体经久不坏散发奇香等来渲染

应）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仙显灵传说几无二致。一个

天主、耶稣、圣母及诸圣的“灵验”。这种宣教形式究竟

画工的发迹史就这样被神话化了，由此，教徒们从中

是为天主教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信仰残余，还是教会受

获得了信仰示范。而教外的乡民之所以会成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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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的传播者，则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即当对

人们感到他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欢乐、爱和友谊；（６）

一个人的境遇无法解释时，则将他的一切归到他的信

人们开始把世界看成是天主力量的明证，并且基督正

仰或其他方面与常人不同的特异之处。于是，信教与

在那儿从事他救赎人类的工程。

否经由人生际遇的差异突现出来，并成为教民据此而
与一般乡民划清界线的依据。

总之，在天主教的教义里，恩宠是促生信仰的超
自然力量，它主要是内在地作用于人的心灵，带来一

相关教会文献中关于以上类型事例的记载为数

种新的圣洁化的生活。而如此抽象空灵的恩宠显然不

不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的教义、纯粹的信仰往

能满足务实求验的乡土小民的信仰需求。两套史料中

往是经由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而最终进入教民

教民在述及恩宠时，天主的“神恩”往往一语带过，而

的集体记忆的，即信仰——传闻（说）——更大面积的

对天主的“形恩”则大加描绘，如天主及诸圣显灵，或

信仰。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乡土文化传播

治愈疾病，或传授绝技，或救危扶困，或惩奸罚恶等

模式对于教民群体的渗透。

等。事、Ｊ芝的兴旺，家道的富裕，人丁的兴盛等等福乐之

综上所述，恩宠信仰在教民信仰世界中的实际运

事皆被看成是天主的“圣佑”与奖赏。在对现世利益与

作是教民的宗教心理与传统文化资源合力的结果。在

生前福报的追求上，教民与一般乡民趋同。但相较于

这一合力中，乡土民众的神功崇拜是深层的心理动

民间信仰的现世性和功利性，教民的恩宠信仰又表现

因，丰富的宗教联想是神功崇拜心理作用下的思维机

出一定的出世性和精神性。

制；在神功崇拜心理与联想思维的作用下，借助于民

首先，教民突出了对死后灵魂归属的关切，三世

间的口头叙事，教民的恩宠信仰结晶为具有民间传说

轮回的人生福报普遍被死后的灵魂“升天堂，享永福”

色彩的“神迹”传闻。三者将抽象的恩宠与可感可验的

所替代。“各教门我均访问，全无根本，不能救灵魂，我

人生事象联结起来，使恩宠信仰逐渐走人教民的内心

阅圣教道理之书，得知天主教是真教，生前恭敬天主，

世界。

死后能救灵魂，升天堂，所以我真心信从。”【１鳓天主教

万方数据

“理真道正，不为身前，竞为死后。”【１ｍ救灵魂，升天

三、恩宠的结果：现世苦乐与灵魂升天

堂，享永福，这是教民对天主内在恩宠的概括。它不仅
成为很多乡民加入天主教的理由，也是在义和团运动
中，很多教民在背教和死亡的最后抉择中，能够坚定

天主恩宠什么，即天主的恩宠会给人带来什么？

地面对死亡——“在相当多的场合是不忍以笔墨详细

天主教认为恩宠是天主凭耶稣的救世功劳而赐予信

描绘的虐杀”——的原因。在被杀害前，许多信徒都经

徒的超自然恩赐。恩宠有两种，即实效的恩宠（即宠

历过亲友们的恳劝：“顾命要紧，先说不奉教，过这时

佑）和习惯的恩宠（即宠爱）；前者启发人的悟性，感动

候，再奉教不是一样么？”【－嗣大批教徒在被捕后也都得

其心愿，帮助人行善拒恶，以得永生；后者是受宠爱者

到过义和团坛口“背教不杀”的明确许诺，而且教民之

灵魂的生命，使人养成行善的习惯，成为天主的子女

中也流传着“外面背教，只要心中不背弃天主，不算什

和圣灵的居所，帮助人们为获得永生而积累善功。为

么大不是”㈣的说法，但很多受灵魂意识与恩宠教

了抵制人们将恩宠物化的倾向，教会在宣扬恩宠教义

义影响的教民已经不能苟同于这套相机行事、模棱两

时还将恩宠做了内在与外在的区分，亦即我们前文引

可的信仰法则了，传统观念中的“惨死”在教徒的眼中

述材料中的“神恩”与“形恩”之说。教会认为外在恩宠

成了“善终”。所以，在肉身的人间享受与灵魂的升天

（“形恩”）并不能直接影响人的内心，因此他们着力宣

堂二者必择其一时，很多教徒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

扬的是使人从其内在根基上整个地发生变化的内在

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肉身是有寿限的，“我活八十一

恩宠（“神恩”），内在恩宠的结果是成义。成义并不等

岁，还能活八十一岁么？”１１胎十七，５哩灵魂是杀不死的，

于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但它带来一种新的生活。通过

如果能够得到天主的恩宠，“灵魂出离肉身就直升天

新生，人分享天主的神圣本性，最终成为天主的子女

堂”１１倦十八～，“还有比那样的死更好的么？”陬１Ｘ１３１）。正是

和天国的继承人。因此，当人们获得恩宠时会发生如

有了对这份恩宠的盼望，这批信徒才能将义和团暴烈

下事情：（１）人们的罪被宽恕；（２）人们得以在天主面

的排教运动看成是百年难遇的“大好机会”，将为天主
舍生致命看作是“莫大的福分”，坦然赴死。

前称义；（３）人们得到一种指导日常行为的精神力量，
这时他们已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靠天主的意

其次，除了生前的福报和死后的灵魂升天堂，在

志行事；（４）人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圣洁化的生活；（５）

教会的宣扬下，现世的苦难也被看成是天主恩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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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两个文本中都有很多类似的宣教：“天主待遇

难，人们对于苦难的认识，大都停留在经验性的层次

善人，常是一样的办法，就是谁的德行越高超，就越多

上，最多只是用来励志，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加给他患难，为磨炼他的德行，加增他的功劳。”嗍

人”，少有形而上学的哲学升华与神学探讨，这可能也

苦难这一不可避免的经验上的难题，因为宗教象征的

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浅薄功利的一个原因。以“苦”为

作用，在教民那里具有了以下意义：

核心的佛教进入中国后，赋予苦难以一定的宗教色彩

（１）苦难是恩宠的象征。

“受苦最终会得到报

和神学意义，但民众吸纳的只是对现世苦难的忍受和

偿”成为很多教民的坚定信念。升天堂是最高的也是

对来世福报的期待，至于佛教宣扬的对苦的最终超

最终的奖赏，它变得比世间的成功和美好生活还重

脱——成佛与涅磐则少人问津。正如清代民歌所唱：

要，因为后者是暂时的，非永恒的，甚至“是虚假的事”

“一心心不愿成佛，愿只愿生下一个小孩儿，夫妻到老

【１Ｉ卷二一。

同欢乐。”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苦难充其量只是对于个

（２）苦难完成了身份的给予和认同。在教会一方，

人意志、道德操守和伦理意识的一种考验。而通过以

苦难被作为宗教训诫的一部分；在教民一方，苦难是

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民对于苦难的认识与应

信仰实践的一部分，是归属教会、享受恩宠必须付出

对则已经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和神学意义。

的代价。苦难成为教会与教民双方建立记忆的媒介，

不过，也不能夸大教民的宗教信仰，它与天主教

借助这个媒介，教会实现了对教徒的驾驭，教民则在

的教义规定仍然存在距离，现世苦难和死后灵魂升天

体味到神的世界与世俗的世界相分离的同时，又努力

堂所体现的依然是因果报应的逻辑，仍具有较浓的功

与之建立联系，他们的宗教欲望由此得到提升，对教

利色彩。“人到致命的时候，别仗恃自己的力量，人的

会的认同也随之加深。

肉情是软弱的，不能忍受苦刑，非依靠天主圣韦占是不

（３）个人孤独受苦的感受转化为和群体共同受苦

行的，有圣｛右帮助，死了算得了天堂的凭据。”１１１（卷－－·如

的感受。纪念耶稣受难的拜苦路仪式在这一转化中起
万方数据

只是与一般民众执着于世俗利益不同，教民的功利倾

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很多教民在参加拜苦路仪式时常

向已经由世俗功利型向信仰功利型倾斜，其功利的重

常痛哭流涕，更有甚者，即使在日常的念经过程中，也

心由肉体转向灵魂，由世俗享受转向天堂永福。信仰

会对着耶稣苦像满眼流泪１２］（３４０）。教民借耶稣的苦难来

上的功利需求是现世功利需求的补充和延伸。从教民

表达、宣泄、缓解自身的痛苦，耶稣的苦难经历成为民

对恩宠之结果的理解来看，无论是现世苦乐还是死后

众忍受现世痛苦的精神资源：“不用提这个，我受的这

永福，其主导面在于教民自身的需求，而非天主的拯

点儿苦，若同吾主耶稣的苦难一比较，可算得什么

救。

呢？”嘲

作为异域信仰的天主教，在进入中周乡土社会的

教民对“耶稣受苦”的感受深切可能和他们自身

过程中，必然要运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对乡土社

的际遇有关。以笔者根据《致命》所作的教民职业状况

会的信仰体系给予一定的迁就。因为纯粹的理想性的

的统计来看，在３４６２个致命信徒中，明确提到家产富

教义教理在其传播和实践的过程中，若无适当的转型

裕的不过数家几十人而已，绝大多数都是勉强能够维

与安置，势必会造成教徒内在的矛盾与精神的负担。

持生计的贫苦之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长期

这一转型与安置的实现，主要依靠两股力量：一股力

受到压抑和限制，大多数人的生活如履薄冰、缺乏保

量来自教会人员的自觉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来自教徒

障，稍有不测，便会陷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家破

固有的理解体系与诠释系统。后者制衡与约束着教徒

人亡的悲惨境地。此外，在排外情绪高涨的晚清社会，

对天主教信仰的理解与接受，促使他们在潜意识中作

教民因为信教的缘故常常受到亲友、乡邻的疏远、耻

出种种调适，最终建构起颇具特色的信仰体系。这一

笑、怒骂、敌视等不公正待遇，这更是让他们满腹冤

信仰体系采用的是天主教的符号、语言、仪式，区别于

屈，倍受身心的双重煎熬。在传统的“吃苦为善”、因果

传统的民间信仰，但符号、语言、仪式背后的理念、思

报应等观念以及天主教的宗教象征的作用下，耶稣的

维、心态又与传统的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苦难遂成为教民化解人生困境的精神武器。
趋乐避苦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中国的乡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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