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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屯教案与冠县乡村社会
江

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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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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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结合实地调查材料的基

一小邕”［３］（卷一。政治地理的分隔，造成“控制既

础上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区域性探索ｎ』，进一步深

鞭长莫及，治理亦梗塞而不通”的局面，为各种势

人了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梨园屯教案，作为义和

力的渗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这

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值得研究。对这一问

一地区与世隔绝，强化了这块“飞地”上人们的独

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梨园屯教案发展与义

立意识。隶属冠县四乡之一清渊乡的梨园屯，“孤

和拳运动兴起的关系问题上怛Ｊ。本文试图结合冠

悬河北直隶境内，为南宫、威县、清河、曲周等县村

县十八村的社会环境、社会风俗、社会结构等方

庄环绕，距县城百四十里，距府城二百五十里，惟

面，对教案中反映出的神权、财产权和族权问题作

与临清、丘县境之长屯、小芦等庄较近”［４］（删’，历

一浅析，以期对持续２０余年的梨园屯教案及其冠

时２０余年的梨园屯教案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县十八村有一更全面的了解。

梨园屯村玉皇庙是在该村李氏捐献的宅基上

一、梨园屯教案概况

建立起来的。梨园屯在明代以前即已建村，至永

梨园屯属于山东冠县十八村之一。冠县十八

乐年间该村居民姓氏主要集中在张、刘、李、阎等

村并不与冠县相连，也不在山东省境内，却是当时

四姓。其中李姓是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自山西

山东冠县在直隶境内的一块跨省“飞地”。由于其

迁来，传至第五代有李成龙、李化龙两位兄弟，且

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和至少在道光初年已经形成

都有功名身份。当时兄弟俩有十八顷地，居全村

的优于本县其他乡里的植棉传统，因而十八村的

诸族姓的第一位，李成龙于康熙年间捐献土地与

社会生活自成一格：人多崇儒，男勤耕播，女勤纺

闲宅一所，约有三亩［５］（蹦）。此后该村其他富户也

织，“地势远隔，风俗攸殊”，“孤悬境外，隐然独立

捐献了一些土地，计有３８亩左右，与李姓捐献同

收稿日期：２１３０４—０９—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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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义学地。村民在这片公共土地上兴建了义学

而告终。

一所；学后有玉皇庙阁数间，作为本村和四乡敬神

光绪七年正月初九Ｅｔ（１８８１年２月７日），梨

赛会之场所；另为护济义学田地３８亩。到咸丰年

园屯举行一年一度的玉皇庙会，民间艺术队伍游

间，“嗣经兵火灾伤，义学既废，阁已倾圯”［６］（删）。

经天主教堂门外时，因游人聚观拥挤将天主教堂

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天主教耶稣会、圣方济会

大门挤开，民教双方发生口角。山东巡抚任道镕

已渗透到直鲁交界的各州县。梨园屯村近３００户

委派候补知县耿綮昌到冠县复审此案，又作了如

居民中就有教民２０多户。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教

下处理：“左保元虽未率众滋扰，究系好事，阎付东

民为获得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提出要求议分义
学之地。据传教士斯格瑞格勒的回忆：新皈依的

亦属恃教逞习，分别薄责示惩。至该教堂地基，断

基督教徒声称他们过去曾捐过钱，因此请求斯格

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９Ｈ哪一２７９’但传教

瑞格勒为他们获得一份庙产，当他在应邀参加的

士否认有“暂行借用”一说。

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

“正式宴会”上提出此事时，村里的头面人物们答

迨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春，传教士福若瑟到

以遁词。后经与教民们进～步讨论后，头面人物

梨园屯传教，在该庄置买砖瓦木料欲扩建教堂，唆

才同意分庙产。于是该村三街（前街、后街、西街）

使教民王三歪（王贵龄、王伯三）等扩充地基，于是

推出会首连同地保公同商议：将玉皇庙阁、义学、

又激起村民公愤，几经周折，经十八村梁庄绅耆潘

护济义学田地按四股清分，并立清《冠县致教士文

光美调解，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

及民教互立地亩分单》存证，在分单后是村中１２

于该村为庙”，“刘长安等与庄众亦情愿另购地基，

个头面人物的签名：左令臣、姜锡广、高清林、阎凤

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７ Ｊ（叻）。当时两位知县“恐

池、阎培元、王太兴、李福恒、刘长安、阎德华、姜锡

遽予息销，别生枝节”，曾向教民诘询是否知会教

武、阎立业、王福成。该分单写明：“汉教三股应分

士，王三歪供称：“系与教士商酌妥协，始来具

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

呈。”［７］（蚴’经此次议结，梨园屯民教相和近两年。

三问，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第三亩零九厘
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７］（蹦’

但到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山东主教马天恩
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并通过法国公使李梅照会总

该分单上未曾提到玉皇庙庙阁，那么教民分

理衙门，坚持按照同治八年所立分亩地单，强力要

得的宅第三亩零九厘一毫中是否包括玉皇庙庙阁

求在原庙宅基地上建立教堂，不同意更换教堂基

的地基呢？斯格瑞格勒事后追述说：“皈依者得到

址。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腊月，山东巡抚福润

了坍塌的庙。非基督徒们仍拥有土地。”［８］（勉’
１８８７年冠县知县何士箴的报告说：庄众将学田均

“饬东昌府首李守提集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与教
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

分，“教民占得地基，破庙改建教堂，以备教士来时

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

栖止”［７］（Ｍ’；１８９２年山东巡抚福润也说：“教民分
得地基破庙，改建教堂。”旧“蚴’在山大学者的调查

义学。俟新庙工竣，再行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
结完案”［７］（蚴’。这样，前案被推翻，玉皇庙庙基的

资料中有人说：“村民分了地，教民分了庙。”［５］（瑚’

得而复失已使梨园屯绅民义愤填膺，教民“必须将

由此可见，教民分得的地基是包括玉皇庙在内的，

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７］（蚴’的扬言更是

分单虽未写清，但作为该村民教当事人是了然于

火上浇油，因而又激起了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四月

胸的。民教双方对此“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

民教双方的第四次冲突。村中有侠义之士谓“官

忌言”［７］（蹦’。出乎绅民意料，教民分得玉皇庙地

已不论法，我们就不守法”，“并将昔年办团枪械移

基后“即将此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梁多明）名
下修盖教堂”［７］（时’，转手间，玉皇庙庙基成为了外

存庙内，意图守御”［７］（唧’，把教民吓得纷纷逃避。
山东巡抚福润立即饬济东道张上达亲往相机妥

国传教士的产业。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方济各

办：解散胁从，严拿首要；庙宇被拆，让盖教堂。主

会传教士梁明德令教民拆庙盖堂，引起绅民公愤，

教马天恩和法国公使李梅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民教双方先后上控到县，由此掀开了梨园屯教案

曾分别向济东道和总署致函表示感谢。这次冲突

的序幕。民教第一次冲突，以县令韩光鼎“此案既

后，“十八魁”和梅花拳会代替乡绅成为民方的代

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空于后，殊属不合”，

言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由呈控诉诸于武力。

且将上控的民方代表阎立业等“责压示罚”的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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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１８９７年４月２７

日），传教士又置办砖料，意欲重建教堂。十八魁

思想对抗并不单纯的是儒家文化，而是释、道、儒

和梅花拳聚众攻打梨园屯，并拆毁新建的教堂，重

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这种释道儒融

新盖起了庙阁。档案有记载说山东主教马天恩来

为一体的民间宗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已经融化

函称此次攻打梨园屯：“有二千余名执持刀械匪

在大众生活中了。他们视其所信仰的神、天为大

党，将该处教堂居住奉教人十九名前往攻打，而该

自然的代表，将自身的存在同大自然紧密联系起

作乱之人，当杀毙教民二名，受伤多名，捆缚三名，

来。如《冠县志·典礼志》中记载的冠县６９座坛

并拆毁教堂，抢掠该村教民房屋。除二家未抢外，

庙∞Ｊ（卷剐中：玉皇庙、三皇庙、三官庙、全神庙都是

约有二百奉教之人理应逃走。”［１０］㈣’东昌知府洪

些“天神”，土地庙是一村守土之神，龙王庙是“雨

用舟“以庙基为始祸根由，断令将庙基充公，另为

神”，真武庙是“长生神”，观音庙是“育子神”，奶奶

洋人觅地建堂”，准许村民在玉皇庙庙基原地修

庙（娘娘庙）是“授产结缘神”，二郎庙是“治水灌溉

庙，“嗣因该县觅地未就，久未议结”，山东主教马

神”，从中可以看出民众顶礼膜拜的诸神与人们的

天恩趁机“顿翻前说，婪索多款”［１０］㈣㈣，几经反

切身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复，天主教势力又占上风，激起梅花拳民的强烈反

诸神中，玉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是“天地三

抗，并最终发展到“一唱百和，从者如归”的地步。

界十方真宰”，这位高居苍穹的天帝把灶君派到千

至于梨园屯“十八魁”联合梅花拳等拳会组织发展

家万户，纪录每一个家庭的是非善恶，更被认为能

为义和团运动一支重要队伍的过程及其组织源

洞察各方的国法民情，普降祥瑞或横施灾孽［１

流，有关论著对此已作了详细论述④，本文不再冗

玉皇的形象代表了现实世界所缺少的一种理想秩

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拳变时期的义和团是同治

序——皇权统治以及对乡土社会无所不包直至涵

十二年梨园屯庙堂之争的延续。

盖每一家每一户的全面控制。在小生产者看来，

３＝。

纵观绵延２０余年的梨园屯教案，此地的民教

只有这种由最高权威主宰的，并与每一户子民息

矛盾是围绕玉皇庙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展开的。

息相通的控制，才能为全社会提供公正与和谐。

那么民教双方为何会在“玉皇庙庙基”问题上争论

冠县供奉玉皇庙的庙阁只有三处，占地三亩的梨

不止，甚至发展到诉诸武力的局面？以“玉皇”为

园屯玉皇庙是“飞地”上仅有的一处，玉皇庙以其

代表的神灵在华北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处于何种地

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了这一带民俗信仰的中心，

位？围绕玉皇庙庙基之争，村民、清政府和外国教

周围四乡农民敬神祭醮的场所。每年初一、十五，

会各自是如何看待村落财产分配问题的？梨园屯

庙前插起镶黑边的三角形黄旗，接受由鼓乐班伴

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冠县十八村的社会结构又有

随的村民去许愿与还愿¨３。。此外，“每年正月初

什么关系？

九举行的玉皇庙庙会，则更是村民平淡生活中少

二、梨园屯村民的“神权”观念

有的‘狂欢节”叶１４』。村民的日常生活是极其枯燥

社会学家杨懋春观察：“在华北的大平原上，

乏味的，他们的娱乐活动只存在于同婚丧、年节和

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

庙会相关联的戏乐之中。一年一度的庙会无疑抚

墙，环绕整个的村……一个繁盛村庄的另一象征

慰和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因此与玉皇庙相

是村内有一个建筑相当美好的庙……如果村的规

关的如上信仰与民俗，已经成为梨园屯村民生活

模不太小，村中又有一个或数个大的氏族，就会有

方式的一部分。

一个或数个修建完整的祠堂或家庙。”［１１］“７ｕ以１９

既然玉皇庙阁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庙会活动

世纪的直隶定州为例，据统计４１８个村中共有庙

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当

宇１８３７座，平均每村约有庙宇４．３９座［１２］（呦’。庙

传教士斯格瑞格勒将教民要求分庙产的愿望向村

宇分布如此广泛，足见其已成为乡村人民生活内

中头面人物提出，梨园屯的绅民在斟酌之后为何

容的重要一部分。

会同意此项提议并将包括玉皇庙庙基在内的三亩

中国是个多神信仰的国家，除佛、道等成熟的

多宅第作为一股分于教民呢？多年之后，梨园屯

宗教信仰外，人们还崇拜自然神、人物神。在广阔

村民在分析民教分家时民教双方的心理状态时说

的华北村落中，天主教在这些地区传播所遇到的

道：“村里人们看透了奉教的要庙而不要地，才这

①参见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ｊ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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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奉教的要了庙无用，一来

个人财产，而是整个村庄甚至是四乡的共同财产。

庙不打粮食，二来他们要了庙也不敢拆庙，更不敢

可是在同治八年的民教分家中已经将包括玉

种官地。谁知正合了教民将庙卖给神父的心

皇庙阁在内的三亩多宅第分与了教民一方，并有

意。”［５］（脚’由此可知，梨园屯绅民是以“汉教”的神

《冠县庙宇致教士文及民教互立地亩分单》为证。

权观来揣度教民的想法，认为即使教民如愿以偿

１９世纪的中国，虽无律师制度，叉缺公证机关，但

获得庙产，教民也不敢冒犯玉皇大帝而拆庙。直

按习惯，这份分单是在士绅和教民双方一致同意

到当教民将庙产转手卖给传教士、拆庙建堂将成

分割地产的前提下才签字的，因而具有法律效力。

现实之时方才如梦大醒。

依据分单，村落公产已经实现了分配，因此圣教会

至于庙产为何从教民转至传教士手中，梨园

所得的“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

屯村民说是因为教民私卖土地，神父看中后同意

大门一座，计宅第三亩零九厘一毫”已不再属于村

买地盖堂ｂ］（丹８。４２’；传教士则说教民分得庙基后因

落的公共财产，而是教民群体的公共财产了，教民

无力修盖，转而把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多明名下修

群体也理应具备自由支配这三亩多宅第的权利。

盖教堂。无论是何种原因，传教士要将玉皇庙阁

有意思的是分单上已明确写明了圣教会分得三亩

拆了，在庙基上盖一座不敬佛老、不供祖先，专拜

多宅第的用途是“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７］（蹦），应

一个外国洋神的教堂已是既定事实，这是广大绅

该讲这份由梨园屯三会首签署并经衙门备案的文

民始料未及的。“上帝是神，玉皇也是神，都是一

件，也赋予了教民盖庙为堂的合法性，那村民为什

样的，干啥拆了咱的庙盖堂”［５］（咐），梨园屯教会势

么还会与教民相争呢？

力公然向民俗信仰的最高权力神“玉皇”挑衅，人

问题在于村民们认为：教民私自将其转手给

们在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围绕玉皇阁庙基是建

了外国传教士。换而言之，我们可以将村民的观

庙还是盖堂的冲突由此激发。

念理解为村落公产实行分配后，教民一方并不具

三、玉皇阁庙产之争

备自由支配的权利。因为是“公产”，所以仍需要

梨园屯玉皇阁庙基之争又并非仅是信仰上的

大家一起商议讨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多

差异，民教双方在信仰冲突的背后还隐藏着经济

年之后，当梨园屯村民忆起这场民教争诉的起因

利益之争，具体表现在对于村落公共财富的分配

时仍不约而同地提到教民中某些人私分或贪污了

问题上。村落公共财产能不能分；尤其是公共财

教士让他们买地建堂的银子［５］（瑚。４２’。梨园屯村

产重新分配后是否拥有自由支配权，在这些问题

民的这种集体性谴责，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凝结

上，村民的传统财产观念与现代产权观念发生了

在人们脑海中的一个强固的价值观念——村落公

激烈的碰撞。而清朝政府、外国教会势力的介入

产不容分割。而事实上，从村中头面人物答应教

又加剧了教案的复杂性。

民提出分庙产的要求开始，村落公产就注定将被

庙宇除了具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外，它也是
“村庄的标志，是公产，是集体活动的场所”［１２］（ｍ’。

分割，梨园屯村的农村公有制也悄悄地在瓦解了。
在梨园屯公共财产的分配中，清政府、外国教

一般来说，村中有人想建造一座庙宇，按惯例他们

会势力在其中充当的又是何种角色呢？我们还是

将请来村里的头面人物，在这些人的主管下着手

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同治八年的地亩分单上，因为

筹集资金，方法是根据每人土地拥有量的不同以

教民分庙产的要求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与村中会

交纳地税的形式筹集，如果这些税款还不够，还需

首们提出的，分单做出后还得到了县官的批准，从

要到邻村及较远的地方募捐［１５］（蹦）。在光绪二十

分单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清政府、外国教会在公

三年（１８９７年）的一次民教冲突后，东昌知府洪用

共财产分配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份分单上，虽欲

舟、冠县县令何士箴等四大官员经调查准许村民

明确是民教双方的分家，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在玉皇庙庙基原地修庙，在村南边另买一块闲地

是：分单末尾除了汉教一方的１２个村中头面人物

让教民盖堂，“村中听说叫在此修庙，全村兴高采

和地保的签名外，却没有教会一方的签名。而这

烈，按亩派款修庙。四乡亦极其高兴，各村上布施

种形式的分单和华北农村一般明署立约双方姓名

捐助，不两个月将庙修起。唱戏开光”［５］（ｎ嘶’。此

的分单形式大不相同。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与

项计划后虽因外国教会的阻挠而搁浅，但从郭栋

西方世界冲突下，国家意志向村落内部的悄悄延

臣老人的回忆中获得的信息是梨园屯玉皇庙亦非

伸”［１６］（嘲’，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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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４世纪中叶，天主教已经在山东传播。

教堂的，那么教民一方就具有拆庙盖堂的使用权。

１８世纪因清政府的严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一

而在１８８１年的第二次判决中，“断令民教仍旧和

度终止。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以大炮为

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

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趾高气扬地再次进入

议归还”，则有肯定庙属公产之意，１８６９年分单不

中国，天主教教会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作为传教

同于产业买卖，教民仍需另买地建堂。这对教民

士，“获得土地，无论是租赁或购买，使能在土地上

显然是不利的。民教第三次冲突后，民教各自作

建筑住宅、教堂、医院、学校以及其他必要的房屋，

出了让步，教民让出庙基，村民亦情愿另购地基为

毫无疑问是传教士的首要问题”［７］㈣。７¨。１８６０年

教民建堂。应该说，这样的妥协，把产权关系与神

的《北京条约续约》中，传教士获得了到内地置产

权关系分离开来，是解决教案的最佳方案。首先，

传教的权利。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法使柏尔德密

不在玉皇庙基上盖教堂，可以规避神权的冲突；其

鉴于传教士在各处买地建堂，经常引起纠纷，与总
署商定达成一项协议：“嗣后法国传教士如人内地

次，村民另购地基为教民建堂，既承认了１８６９年
分单中的教民分得的财产权，又满足了他们建堂

置买田产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

礼拜的要求。这说明，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干涉，

卖产人姓名）卖于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不必专

民教之间还是可以理性地处理彼此间发生的矛盾

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１７］（呦’总理衙门同意此

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清政府的历次判决

项协议的原因是基于卖给教会的产业，不列传教

都回避了教民献地或卖地给传教士的合法性问

士及奉教人之名，可以使“产权不致落入外人手

题，按照“分单上并未列传教士及奉教人：艺名”

中，与中国仍属无伤”这样一种考虑。但当总署将

官方逻辑，否认洋教士对于玉皇庙基地的产权。

这章程通知各省督府时，有密令暗示“必须调查地

关于教中买地建堂，直至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方民众对这买卖是赞成或是反对”，而“卖业主人

年）六月清政府才作出了“教堂买产毋庸先报地方

亦须于卖前报明地方官。应否准其卖出，由官方

官”的新规定。所以，在此之前，外国教会不经地

酌定”ｕ８儿唧）。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总署向各国驻

方官批准、不经村民同意私自买产的只能视为侵

华使臣所提出的条款中又进一步规定：“所有教中

犯中国产权的表现。

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当与公正原业主在该管地

不论教民是私卖还是奉献，教会事实上取得

方官呈报查明，与风水有无妨碍。即使地方官核

了玉皇庙的财产权。１８８９年传教士马天恩否定

准，尤必本地民人众口同声，无怨无恶，始可照同

了教民在官府调停下与村民间达成的妥协，坚持

治四年定章注明：上系中国教民公共之产，不可委

在玉皇庙宅基上盖教堂，其所依据的正是教会所

托他人卖产成交，更不得听任奸民蒙蔽私自买卖

拥有的财产权。这种非法的财产权得以诉诸公

成交。，，［１９］（ｍ６７－１６８’如此看来，本来就不是买卖私产

堂，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使然。清政府在法

的１８６９年地亩分单上不列传教士及教民之名，

国公使的压力下，推翻前议，梨园屯教案不仅更加

却在形式上符合柏尔德密协议的规定；而在事后

深刻地把下层民众动员起来，使村民们选择了更

出现的关于教民私吞教士购买宅地银钱的传说，
又与清政府“不得听任奸民蒙蔽私自买卖成交”的

为激进的方法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且其性质也发

规定暗合，为悔约抗教制造法律依据，这都表现了
主导乡村秩序的绅士对于国家法令的顺应和运
用。

生了变化，真正具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
四、梨园屯教案与社会结构
梨园屯教案的的发生、发展，与冠县地区尤其

是梨园屯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种顺应和运用，使地方官在处理梨园屯教

由于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山东农村大体上还

案时陷入了困境。民教双方围绕玉皇庙庙基的五

是采取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可是在这些地区并

次争诉，地方官断案既没有现成法律作为依据，又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宗族组织。这种情况的出现与

没有类似案例作为参照。唯一判案依据只能是民

山东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黄宗智先生

教双方当事人写立的分单协议。民教第一次冲突

指出：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

后，县令韩光鼎以同治八年所立地亩分单为据，审
断教民一方可以在庙基地上建立教堂而告终。既

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而相比之下长江

然分单上明确写明圣教会所分得的宅第是用来建

较多人工的协作伽］（ｐ４４’。从这个角度来说，因生态

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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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同造成的劳动方式不同，从一定程度上影

济义学田地这些公共财产的分配是在“村民”和

响了人际关系的亲疏。从人口宗族上来说，冠县

“教民”之间而不是在族与族之间展开的，说明当

十八村都是杂姓村，其中干集有３３姓；梨园屯１９

地宗族血缘关系的松弛程度。

姓；红桃园２４姓；东赵村１１姓；梁庄和鸭窝均有

财富往往能维系一个家族的实力，正如有的

１０姓①。因此，该地村庄极少是地缘界限与血缘

学者所说“一个宗族的实力，往往与其领导人的地

界限相一致的宗族共同体。即便是同一姓氏也未
必“同祖同宗”，以梨园屯为例，该村一大姓——王

位与财富成比例”。由于族田族产的普遍缺佚，冠
县十八村的大多数家族甚至办不起一年一度的

姓，单是居住在前街的“王”姓有的是从山西迁来，

“吃会”，族长既然在制度上无法凝聚自己主导的

有的是从威县大章台村迁来；居住在梨园屯后街

血缘集团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经济保护，自然也

的王姓一支则是从山东登州府大王庄迁来的。梨

就无法干预本族人在拳还是信教［５］（嗍，。而天主

园屯宗族势力的薄弱，在教案中也可窥见一斑。
一般情况下，在村社公有财富的分配中，单姓

教会势力的介入，又加剧了宗族血缘集团内部的
分裂。

村落往往是以宗族内的“支”或“门”为单位进行协

在梨园屯教案中，阎氏家族内部的分裂十分

作与冲突的；在多姓村，涉及全村的利益分配则通

典型。同治八年，民教商定如何处理玉皇庙的义

常是在各姓宗族之间展开的。例如胶县台头村是

学田地和房宅问题时，村民推出的三街会首中的

一多姓村，村内有潘、陈、杨三大姓，并有其他一些
小姓。三大姓中潘氏宗族的势力最大，分为数门，

阎姓代表阎风池、阎立业、阎德华、阎培元多属于

居住很分散，但在村落社区的利益分配中表现了

第五支四门第六辈的育东、绪东、治东、安东、富

很强的宗族凝聚力；陈氏、杨氏宗族基本上是同族

东、靖东等六兄弟除靖东外全因贫困被拉进天主

而居。潘氏和陈、杨两氏宗族之间曾为控制学校

教。阎富东的儿子阎信元（号老同）Ｅｔ后还成为了

的管理权而发生了一场持久斗争。村学原为潘氏

梨园屯的天主教教会会长之一。这支阎姓教民聚

私塾，陈氏和杨氏觉得其子弟在学校中受到不平

居在村南的前街。而与之相对抗的“十八魁”中，

阎氏第五支的大、二、三门④，他们住前街；而阎氏

等待遇，便另外开设了一所小学。１９００年后，随

阎氏成员有１０人［９９］（ｍｌ－６３’（根据《山东大学义和团

着“新政”的实施，原潘氏私塾成为公立小学，得到

调查资料汇编》，十八魁中阎姓有１４人），且都属

县政府的承认与拨款，而另一所学校则成为了教

于阎姓第四支，有意思的是“十八魁”中的阎氏成

会学校，两校争夺公产的矛盾愈演愈烈，为平息矛

员还与阎姓教民同居住在梨园屯村的前

盾，一度采取分区就近入学的方法，但当一个杨族

街陋］（肼坷’。这样在村前街，仅在阎氏宗族内部

家庭的两兄弟提议将两校合并时，冲突又开始了。

就出现了会首、教民、十八魁３种不同的势力。

潘族认为同化村学校的目的是为了颠覆潘族的地

梨园屯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变

位，宗族间的对抗情绪上升。时任村长又为潘姓，

化，是这一带家族血缘关系日渐松弛的另一重要

因此在处理纠纷时又偏向了自己宗族一

原因。当时的梨园屯全村共２８３户，有家庭纺织

边旺１］（Ｐ１５３。１㈣。在梨园屯这个多姓村中虽然我们

（纺线、既纺又织、织布）的１５９户，占全村户数的

也可以依稀地看到大家族对于村落事务的影响，

５６．２％，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土地所有者雇长
工从事家庭纺织的情况比较多，户数占家庭纺织

如最初捐献土地的村中首富李姓家族，到了同治
年间，已经明显衰落，村落公产无人管理。代表
“汉教”与洋教瓜分公产的１２名头面人物中，李姓

户的２２．０１％［５］（响‘１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多是
自植自纺，将产品销售于农村市场，因此梨园屯的

只有１人，而阎姓为４人，王姓、姜姓各２人。这

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商品化程度。出现如此情

说明，阎姓家族的态度对于村落事务影响极大，但

况，与其土地占有、经营结构密不可分。在梨园屯

其影响不是表现为宗族内部的凝聚，而是表现为

一带，土地雇工耕种的情况多于土地出租的，当长

宗族内部的分化。同治八年玉皇庙阁、义学及护

工的雇农户远多于租种的佃农户，详见下表：

①据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统计，第１１６～１４３页、第１６３～１７９页、第２１５—２２４页、第２４５—２４９页、第２５４—２６７
页、第２７３—２８０页。
②梨园屯阎姓在乾隆年间分为五支，第五支从第五辈开始又分出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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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期刊论文 王如绘.Wang Ruhui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 -东岳论丛2006,27(1)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从而把"扶清"口号纠缠在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上,是对义和团口号的误读.通过对冠、威义和拳举
事口号的考证,可厘清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证明"清"是作中国解.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时,使口号的主体发生了"转换
",所谓"扶清"、"助清",是神扶神助.义和团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作用."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笼统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
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的色彩,因而,正确解读"扶清灭洋"一类口号,对恰当认识与评价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民众民族主义的种种特
点,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10.学位论文 李莉 口述调查与义和团研究——山东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述论(1960-1990年) 2001
1960-1990年间,山东大学历史系曾到义和团活动地区作过多次口述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认识的提高,30年的口述
调查也因之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1960-1966年是主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的初创时期.1980-1986年是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的转
折时期.1986-1900是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共有两次大规模调查.综上所述,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
注意政治诉求到侧重学术研究、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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