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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
参杨

情产华

【摘要】民国时期广西始终存在三大宗教问题，其中又以政府破除宗教迷信与民间信仰者之间的
矛盾为最为尖锐，持续的时间也曼长，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也更为巨大。同时，由于政府对本土宗教和
外来宗教的不同态度，本土宗教受到严重抑制，而外来宗教却得到大规模地发展，但与清末时期比较而
言，广西各民族民众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在战乱之时，本土士绅和民众
还得到教会势力的庇护。此外，传统的民间信仰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各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
争的有力武器，参与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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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之一。也突出地表现在广西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虽然清末时期广西的宗教问题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但在民国成立以后，旧、新桂系大
力推行风俗改良和破除迷信，给广西的宗教问题带来很大的冲击。与之同时，外来宗教在广西民族
地区进一步扩张，并且更广泛地深入广西的各个角落。也产生了一些宗教冲突，但总的来看，已经
没有清末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教案。不过，与清末时期一样，民间宗教仍然支持着
人们的反抗斗争，而且其中还加入了更浓重的民族冲突意味。概括来讲，整个民国时期，广西始终
存在着三大宗教问题，其中又牵涉到多次小型或大型冲突。

一、政府提倡破除迷信，遭到民间无形抵制
辛亥革命以后，广西进入了民国时代，先是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上台执政，而后以李宗仁为
首的新桂系又掌握了广西的统治权。虽然期间也产生过自立军、李明瑞时代，但都是县花一现，未
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不过，几乎所有上台的执政者都实行风俗改良。尽量用新式思想去武装民众
的头脑，甚至还采取了专门措施来抑制民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其中尤以新桂系统治时期最为明
显。

早在民国初年，由于政府严禁阻止城隍神像出游，招致不少民众的反对，导致龚管带头部被飞
石击伤。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南宁都督府派兵四处倒毁寺庙里的神像，于是
僧侣散亡，经典焚烧殆尽，只有女尼姑幸免于难。【２Ｊ（卷四十）伴随着风俗改良的政令，一些县份行动
起来，捣毁了不少寺庙、神像。
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上台以后，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在新桂系政府看来，当时
广西尚未破除的宗教迷信有：敬视鬼神，作偶像崇拜；建醮还愿，请僧道作法；迷信堪舆地师等。
这些迷信不仅使个人的生活受到不良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的恶

果。【３］（ｐ１６）因此早在１９３１年，新桂系广西当局就颁布了《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
其中不少条款就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如第三章第二十一条即规定日：“丧家不准用地师、僧尼、
道巫斋醮做亡”；第五章第三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日：“凡游神、醮会、求神、拜佛、送鬼、放花炮、
完花愿及清明、中元节焚烧冥镪、纸扎等迷信行为，均应革除”。【４Ｊ（ｍ０４２７－４２Ｓ）这样的规定就把广西民
众千百年来的信仰认定为违法，看作一文不值，严重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为了使破除宗教迷信的政策得到贯彻实施，新桂系各级政府还采取了不少具体的实施办法。具
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一）倒毁偶像。新桂系政府认为：“偶像可以说是迷信的重要工具，打
倒了偶像，愚夫愚妇便失掉了迷信的信仰，使他没有足以崇拜的偶像，而且，偶像在愚夫愚妇的目
前看见给人倒毁，原来是毫无灵验的东西，必因此而促其觉悟。”【３Ｊ（ｐ１７）因此新桂系各级政府自上而
下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大量的寺庙、道观以及地方神庙受到严重破坏或转型。如在三江县，在省政
府打倒神权、捣毁偶像的命令之下，“城乡寺宇寺产，悉充失所凭依，一蹶不振，今式微矣。”“县
属观宇观产。悉充学校校舍校款之用，集结无所，其势亦微。”【５Ｊ【巷五）（二）禁绝僧道地师营业。
新桂系政府认为：“僧道可以说是迷信鬼神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依靠着作法建醮来生活。而迷信
的人。也以僧道可以通鬼神，用他作为求福消灾的一个通神的媒介。有时，偶像捣毁了，僧道们还

可以书写神位，大打其平安醮。所以我们应严厉地去禁止僧道营业——作法打醮。禁止地师看风水
要钱。”［３］（ｐｐｌ７＿１８）因此新桂系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具体措施来严禁巫道，三江县政府甚至规定了十分
详尽的处理办法：“由各区团局分投，先将团内巫道登记，呈县备案，然后实行，勒令于一个月内
改业，如逾仍操前业者，处以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延请之家，罚金相等，此项罚金，分
充当地学校，及团局经费各一半。”【５］（卷二）（三）禁造迷信品物。新桂系政府认为：“纸人纸马纸
屋，以及枉生神咒、纸钱、香、烛、冥镪等。这些迷信品物，可以说是迷信的工具。而大宗财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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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于无益，也是上面的品物为大宗。”【３Ｊ（ｐ１８）因此不仅严厉禁止制造这些物品，而且还在那些没有制
造的乡村间禁止贩卖。（四）严厉的处罚。新桂系政府认为：“依照改良风俗规则规定。对于迎神建
醮等是规定严予处罚的。做乡村长的，决不通融，依着执行，这也是一件重要的制裁方法。”［３］（，１８）

查《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其第五章第二十四条日：“不得迎神建醮，违者没收其所聚集之捐款，
并处首事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金，其在场僧道之法衣法器没收之”；第二十五条日：“不得奉
祀淫祠，及送鬼完愿，违者处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第二十六条日：“不得操巫觋地师等
业，违者处五元以上二十元以下之罚金，再犯者加倍处罚”。【６Ｊ（嘟７－３０）
在这些措施的打击之下，广西各地的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当然其中受打击
最为严重的是佛、道等中国传统宗教。因为不仅它们的宗教活动场所被充作了学校，而且它们的从
业人员也受到严密的监控，难以维持原有的信教事业。如贵县“比年改良风俗，黄冠辈多已别营生
业。”【７ Ｊ（卷二）隆安县“把全县神庙内偶像尽行打倒，并禁绝道巫。拘拿的拘拿，罚款的罚款。一时
雷厉风行，道巫为之歇业”。…（卷２）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遭受到了巨大打击，而同时政府却不
敢触动外来宗教的利益，这就给了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派以可乘之机，使他们能够在广西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民间宗教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影响到各族群众的行为方式，因此面对强权政府
所提倡的破除迷信的政策，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抵制措施。如宁明县在１９３３年时仍然相当流行自身
的民间信仰。田曙岚就此有记载日：“每岁于新岁家家门外，设一祖翁神位，或书‘祖德流芳’四
字，并无讳号。供奉过年糕饼等物，亦无烹鲜以荐之，至上元节后乃撤。……又该处习俗，家家门
外，或屋角，或后园，皆立有‘先锋爷爷之神位’，奉祀惟谨。”【９］（ｉｘ３４）三江县也出现这种情况，虽
然传统的佛、道信仰被摒弃，“然民间禳灾建醮、送死荐亡，恒喜延用此辈，乡里尚少，城市特多，
此辈亦藉以广结善缘，大行其道，教之真义如何辄不谙，直视为一种营业矣。”【５ｊ（卷五）隆安县大家
族势力很强，他们“公然延请僧道，大设道场。党部无法禁止，遂使民众藐视党令，群相效尤。故
至今（指修志时）暗用道巫者，仍是不少。”【８】（卷三）雷平县“自政府严行取缔以来，城市已不多见，
而村陇之１９，人或时逢不济，不求自勉以图其成，惟求神保佑、乞灵于木偶。”［１０］（第三篇）邕宁县
“（民国二十六年）现虽为政府严禁，乡间犹然举行。”［２］（卷四十）如此之类的事例，比比皆是，兹不赘
述。
事实上，民国广西历届政府都尽力推行破除宗教迷信的政策，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
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很多历史文化遗产，甚至更造成政府与民间势力的矛盾加大。虽然并没有因此
而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但是在各个小社区里，各种无形的反抗斗争是时时存在的，他们在家
庭、宗族和社区内部仍旧奉行着他们古老的信仰。

二、外来宗教势力扩大，与当地民众矛盾尖锐
进入民国以后，广西外来宗教的传教事业并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却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加蓬勃发
展起来，即或是十分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也都能见到传教士的踪迹了。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宗教
势力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文化事业尤为发达。
首先是传教机构和信教民众的增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１９３５年时已经建立了５６所天主
堂，其中有１８所成立于民国年间，占总数的３２．１４％，另外还有１７所教堂没统计出具体的建造时
间。随着传教机构的增多，信教民众也随之剧增。据统计，天主教在１９１１年仅有教徒４５２３人，到
１９２１年时就升到了５１１９人，Ｉｎ］（ｐ６３）至１９３５年更达到了空前的１５４５３人，［１２］（ｐｌＯｌｇ）比１９１１年时已经
增长了两倍多。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各教派的发展显得更为迅猛。１９３３年版的《广西年鉴》第
一回中，所统计的宣道会就有５２所，其中１所时间不详，仅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就有３７所，占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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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７１．１５％；所统计的浸信会共７所，成立于民国时期共６所，占总数的８５．７１％；所统计的中
华圣公会共９所，成立于民国时期共７所，占总数的７７．７８％；所统计的基督复ｌ临安息日会共７

所，全部成立于民国时期，占总数的１００％。［１３］（ｐｐ７６０—７６３）到了１９３５年版的《广西年鉴》第二回中，
统计到的基督教宣教会多达６４所，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多达３５所，占总数的５４．６９％；所统计的浸
信会数目升到１２所，其中成立于民国时期的８所，占总数的６６．６７％；中华圣公会、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的统计则和１９３３年的统计完全一致；其他的基督教循道会、基督教传道会、内地会福音堂、
自立基督教会等界全部成立于民国年间。［１４］（ｐ１０２６—１０２９）不过，通过两次统计的比较可以看出，宣道
会后一统计中清末时期、民国时期都比原来少了２所，而多达１７所的教堂没有界定出年代，这说
明后一次的统计更为谨慎。在传教机构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基督教的信教民众也大量增加，至
１９３５年时已经达到４２６４人ｏＬ １２ＪＣｐｌＯｌ９Ｊ
其次是宗教文化事业的发达。随着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外来传教士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些
文化性机构来支持他们的传教事业，于是就开办了不少学校、报纸、印书局等文化教育机构。在天
主教方面：一战期间来桂的天主教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不仅选送青少年教徒去广东江门拉丁书院学
习，甚至还在他们高中毕业后送到香港华南大修院去修读神学哲学；１９１７年以后，法国天主教会
先后在贵县覃塘、伏龙、大圩、三板桥等地办小学校，除上普通课外，还讲授天主教的来历和教
义；教士唐汝琪于１９４６年６月创办了广西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立梧州圣心小学”，学生最
多时达到７００多人。【１１］（ｐＰ８－１７４）在基督教方面：宣道会不仅在梧州建立了建道圣经学院，专为教会

培养华人教牧人材，而且还开办了宣道书局、《圣经报》以及《宣道消息》等出版机构；浸信会除
开办圣经学校、培贤圣经妇女学校、储才学校以及培真女校外，还在开办真光书楼以及创办了《真
光旬刊》、《和会集刊》、《福华报》、《晨光报》、《田道月刊》等刊物。［１１］（ｐｐ２３６—３４７）据广西统计局
１９３３年统计：“本省教会学校，计有培正中学１所，小学校２２所（书院２、传习１所在内），其中
回教设立者，小学校２所，天主教小学１０所，基督教中学１所，小学７所，浸信会小学３所，分
布于全县、桂林、平乐、修仁、荔浦、榴江、苍梧、平南、桂平、贵县、横县、邕宁等县，各校学
生共１３００人。经费来源，除少数由本国教徒捐助外，多数来自外国教会，或由中外善士捐
助。”［１２３（ｐｐ７２４—７２５）这表明：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早就建立起了较为发
达的文化教育事业。这其中还不包括圣经学校、主日学、诵经班等形式多样的宗教性文化教育机
构。
再次是偏远民族地区传教事业的拓展。白天主教传人广西以后，法国传教士就一直努力向偏远
的民族地区进行拓展。供职于美国宣道会的英籍加拿大人陈法言约于１９１０年被派到广西工作后，
他曾三次由平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向瑶族布道。［ｎ］（ｐｐ．２６５－２６９）“平南是瑶山的门户，福音由此传人
久不信道的民族。在这个土族中传道是出天意。一个瑶人到平南卖玉桂，他在街上游行，被一群人
引进福音堂。……瑶人听得很有兴趣，他回家之后，派一个瑶人代表到福音堂，请求派人去教导他
们如何拜大神。华人传道伴同一位传教士在几个月后，照着邀请进入瑶山。”【１１Ｊ（，·２２３）他们经过崎岖
山路到达罗乡时受到了南部瑶王的欢迎。当时，大瑶山宣道会信众中有一位是南部瑶王的主要助
手。他后来觉得自己“要向他的人民作见证，而且决定他要到梧州圣经学校受训练”。【１１Ｊ（ｐ忽４）不仅
如此，当地瑶民还“请求为他们的儿子开一间教会学校，教导他们，学校设在罗乡南部酋长的家。
……开学时有学生二十二名，还有继续来的。在土族人办学校是一种革新举动，起初他们拒绝送孩
子入学，这明显是神的能力消除了他们的偏见。”【１１ Ｊ（－·２２４）这个瑶乡宣道会的传教工作后来交给华人
联会①作为福音布道所，“由一位常住的工作人员定期巡行，把福音传与土族人”。…］（ｐ·２２４）１９３８年２
月，成立梧州自理区区会，大瑶山的罗香和龙军两堂受该区管辖。浸信会从隶属梧州教会向象州、
修仁等进行传教。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浸信会布道者“往修仁属之长毛瑶，同行者二人，历时二十二
日。道行千余里”。［１ｌ】（ｐ·３４］）１９３１年６月，复往修仁县属乡村工作。同年１０月前往长毛瑶所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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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３人，为期２１天，“虽值严寒，惟信者心切，不畏寒冷，决心领浸者七人”。ＬｌｌＪ（ｐ．３４１）１９３３年９

月前往长毛瑶，同行３人，为期１７天，领浸者２人，途长２０００里。【１１Ｊ（ｐ－３４２）另据刘粤声编《两广西
浸信会史略》记载，包厚德牧师“鉴于瑶山布道工作之紧要，于１９２９年，率颁布道队及秦善崇先
生人长毛瑶布道。初在六巷、门头等处。惟因风俗简陋，一时工作不易，故特聘秦善崇君常川来往
瑶山传道。１９３０年，始有瑶民兰海廷悔改信主入会。１９３１年，又有六巷瑶民秦巷明悔改信主人会。
１９３４年，更请余信良君担任瑶山一带传道职。今有教友袁生和君出组布道队，协助教务之进行，
常往大平瑶等处布道。现有查道者数人”。【ｌｌＪ（ｐ·３６３）需要指出，当时虽已成立了“专以引导瑶民归信
基督为主旨”的瑶山传道部，但该部主要在义宁和龙胜广南一带布道，似未进入金秀大瑶山地区。
民国时期，基督教特别是宣道会和浸信会的传播效果最为明显。宣道会先是向平南传播福音，
结果成功地打人了瑶山，在偏僻的罗乡瑶族地区建立了１个教会，开办了１间教会学校；至１９２６
年，宣道会宣布在龙州以北４０英里靠近安南境界的福兴村建立了１个完全由壮族信徒的教会；甚
至还在很偏僻的田林开辟了新的分堂，“布道工作在西部遥远的黑彝和别种土族人中发展，而且定
出了明确的步骤向这些人传福音。”［１１］（ｐｐ２２４－２３０）与宣道会相比，浸信会更坚决地执行了向偏远民族
地区传教的决心，它们甚至设立了“瑶山传道部”，不仅派人赴修仁、义宁等地的瑶山传教，而且
还向更偏远的龙胜民族地区开拓。１９２９年，在广南侗族地区筹建新堂，次年即成立教会；１９３１年，
又在宝赠侗族地区开设基址；１９３２年，又在官衙壮汉混居区开设基址，以广宣传ｏ Ｌｌｌ Ｊ（叫引后来，
甚至还曾在相当偏远的龙脊侯家寨建立了福音堂。［ｔｔＩ（９３６４）
综上所述，在民国成立后的２０多年中，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广西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随
着外来宗教势力的无限扩大，不可避免地与广西各民族的民间势力发生一些冲突，见证了它们与当
地民众矛盾之尖锐。根据有关资料，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两次教案上：一是昭平教案：１９２４
年４月间，因桂林爆发陆沈战争，导致全城粮荒和瘟疫。梧州传教士瞿辅民、康建德、米勒尔和理
力善４人由梧州运粮上桂林，意图营救当地的传教士，不料路经昭平附近时所带的粮食被抢劫一
空，传教士４人也被掳去。不久，瞿辅民、米勒尔２人就被放出以筹赎款，接着，理力善又从匪巢
中逃出，只剩下康建德１人在匪帮手中。后来，在传教士陈法言的压力下，昭平县长迫令居民筹集
白银２０００元，乘夜把康建德赎出。康建德等４人完全脱险以后，竞把这事告到领事馆去，由领事
馆出面压迫、威胁当地政府清乡剿匪，竞把无辜农民杀害了１００余人。Ｌ１１ Ｊ（ｐ２８６）二是灌阳教案：１９２６
年的“非教”风潮之时，灌阳亦卷人此风潮中，灌阳群众发传单、贴标语、街头演讲。时灌阳县教
育局长为周德昂，有意趁此机会，将灌阳中华圣公会礼拜堂改为学校，于是周德昂就发通知给县立
城关学校校长周学愚，要他把学校迁往礼拜堂。但周学愚乃一信徒，不但抗不迁校，并将此情况转
告教会负责人彭治江，彭即在灌阳各街头撕下各种标语传单，汇成一束，寄往全县牧区区长宋辅
仁，宋又立即将此项材料送主教候礼敦。候即将此材料送英国领事馆再转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
行文广西省府，查明办理。省府又转教育厅查办，立即下令将周德昂撤职。文到灌阳，周德昂向周
学愚哀求宽免。周学愚允诺教会不再追案，而周德昂因此去职，流亡在外，多年未
归。［１ｔ］（ｐｏ·４２６—４２７）
除了上述两次较为典型的教案以外，还有华籍神父覃路易被杀事件、灵川教案等不少小规模的
教案发生。上述一系列教案的发生，表明了民国时期外来宗教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仍比较尖锐，但从
教案发生的频率与规模来看，总体上已经比清末时期缓和了很多。当然，这也跟外来宗教Ｉｔ益显现
出它的正面效应有关，特别是随着一系列教会学校、医院、育婴所的举办，使得广大民众也看到外
来传教士友善的一面。无形中减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顽强抵触。

三、与民族问题相交织，参与发动反抗斗争
宗教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它经常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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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广西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宗教问题经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发动
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历史上。最重大的反抗斗争就是爆发于兴安、全州、灌阳、龙胜等地的桂北
瑶民起义。民国时期的桂北瑶族民众“举凡病疾婚丧一切大小事件而不能解决者，悉取决于鬼神，
疾病时不用医药，只向鬼神祈祷而已”。［１４］（ｐ１０９）同时，正如时人刘锡蕃所言：“苗蛮苟有一次之扰
乱，必有一段之神话为因缘”。［１５］（ｐ１９３）因此，领导者能够利用传统的民间信仰号召动员群众参加反
抗斗争，其中为起义所直接利用的民族宗教因素主要是“瑶王”、“法宝”、“符水”和“打醮”，它
们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瑶王”信仰。起义以前，全州桐木江地区出了“瑶王”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传播，
当时传说“瑶王法力无边，能抵御一切枪炮子弹，能灭汉兴瑶，能使瑶民今后利益无穷”，Ｌ１４ Ｊ（ｐ１０９）
因此远近的瑶族民众都争着去桐木江拜“瑶王”和送礼。有些人最初去时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去看
“瑶王”的，如灌阳后塘初时仅去了几个人，后来看到事情搞得很大也很认真，回来后赶紧又派人
送礼去，表示也参加。同时，盘天保、凤福林、风有林、凤福山等一批“降神”者的宣传对加强和
鼓动瑶民们的“盘王”信仰也起了很大作用。盘天保说：“瑶人从盘古出世就苦，现在盘王要翻身
了……”。每到“降神”时赶去听的群众非常多，据说是神魂附体，神的意志都通过他们的嘴讲出
来。届时“降神”者两眼发愣，指头向天，嘴唇不时弹动，一身发抖，手舞足蹈，脸色发白，嘴里
呢呢喃喃。断断续续地指示起义的有关事项。瑶族民众在听到“瑶王”和“降神”者的话后，都求
神祷告，喝佛水保佑如愿。［１６］（ｐ１８）可以说，“瑶王”信仰是桂北瑶民起义的旗帜，正是“瑶王”信仰
使得广大的桂北大地能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二）“法宝”、“符水”信仰。桂北民间广泛流传着起义领导人有“飞刀”、“火葫芦”、“水葫
芦”的传说。在桐木江传说有一宝葫芦，里面可以放出飞刀来杀人。当时还有人宣传：东山附近的
瑶族都要到弄岩去集中，否则性命难保。因为“火葫芦”可以让火烧到哪里就烧到哪里，“水葫芦”
要水淹到哪里就淹到哪里，所以东山附近各处的瑶族慑于“法宝”的威力，在短短两三天内就迅速
地扶老携幼赶到了弄岩。后来前往调查的学者们问及起义者参加的原因时，他们甚至一致回答道：
“我们瑶人出‘瑶王’了，那时都说到大地方去有好房子住、种大田、穿胶皮鞋，有谁不愿意去呢？
他们的‘法宝’要杀人，不参加恐怕命保不了。”Ｌ１６Ｊ【ｐ１８）更为玄乎的是，当时还传说喝了领袖人物划
的“符水”后，可以刀枪不入，老年人变青年，男女老少当时都是喝过“符水”的。即使因为路远
不能亲自去喝的，也让家里人或别人带回来喝过。有的老年人直到现在仍很相信“符水”的效用，
似乎瑶人之所以能凭大刀、柴刀和镰刀与新桂系军队现代化的机枪、步枪相对抗，全是因为“符
水”壮了胆。
（三）“打醮”仪式。在起义军出发以前，在桐木江和弄岩这两个起义中心地都大了“大醮”：
桐木江名为“开天醮”；弄岩则称为“万民醮”。由于瑶民尊崇“瑶王”和害怕受到“法宝”的惩
治，因此桂北各县乃至湖南的瑶族都大量赶往参加。参加“打醮”的人，可以在那里随意吃喝，各
地瑶人领袖也趁机商量起义有关事宜，并且在那里编队、练武、祭旗等，因此“打醮”实际上是各
地瑶族领袖碰头联系及组织队伍的过程。其次，“打醮”还添人了诸多神圣性的因素，比如桐木江
的“开天醮”就扎起了高台子，有打长鼓等响器，烧香纸及念咒等。此外，“打醮”仪式还进一步
强化了瑶民们的“法宝”信仰。盐塘村的“打醮”就耍了“法宝”，此“法宝”是椭圆形的圆筒，
长七八寸，内有很多明亮的小刀，刀柄上并镶有珍珠。
事实上，即使在后来的行军打仗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大量的宗教性因素。对此，新桂系的御用
文人刘宾一有记载道：“惟其作战法术完全以邪术行之，殊属可笑。因瑶民平素迷信甚深，发难时
又有军师作种种邪术以坚定其信仰，使之勇不畏死……每与军队民团作战，其军师必亲临前敌，身
披红袍，散发持剑，念念作词，即大声喊杀……”［１４］（－１１３）虽然其中不无污蔑之词，但更多的也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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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瑶民起义者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民间信仰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有了很充分的展示。
总之，民国时期广西的宗教问题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又以政府破除宗教迷信与民间
信仰者之间的矛盾为最为尖锐，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也更为巨大，特别是政府
对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本土宗教受到严重抑制，而外来宗教却得到大规模的发
展。与清末时期相比较而言，广西各民族民众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
在战乱之时，本土士绅和民众还得到教会势力的庇护。传统的民间信仰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各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参与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
性。

注释：
①因受１９２５年“非教运动”（即。基督教促进会”倡立本色教会，驱逐外国教士）的影响，１９２６年差会主席陈法言由美国总
会带来华人教会自立方案。并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在梧州召集广西各地华人头目２０余人开会．成立了“广西宣道会华人省联会”
（简称。华会”），而在西差会和华会之上又成立“广西宣道会协会”，正主席由西差会主席担任，华会主席则担任副主席。

参考文献：
［１］廖杨，付广华．清末广西宗教问题述论［Ｊ］．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７，（２）．
［２］莫炳奎．邕宁县志［Ｍ］．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３］亢真化，梁上燕．改良风俗的实施［Ｍ］．桂林：民团周刊杜，１９３８．
［４］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民俗志［Ｍ］．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魏任重，姜玉笙．三江县志［Ｍ］．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
［６］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Ｊ］．广西公报，１９３３（７８）．
［７】欧卿义，梁崇鼎，等．贵县志［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８］刘振西等．隆安县志［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９］田曙岚．广西旅行记［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５．
［１０］梁明伦等．雷平县志［Ｍ】．民国三十五年油印本．
［１１］庾裕良等．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Ｍ］．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ｚ］（第二回）．桂林：广西统计局，１９３５．
［１３］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Ｚ］（第一回）．桂林：广西统计局，１９３３
［１４］刘宾一．兴全灌龙各县瑶叛与期抚经过［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ｃ］（第四册）．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５］刘锡蕃．岭表纪蛮［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１６］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Ｍ］（第四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

［责任编辑：陈家柳］

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
作者：
作者单位：

廖杨， 付广华， Liao yang， Fu Guanghua
廖杨,Liao yang(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510642)， 付广华,Fu Guanghua(广西民
族研究所,南宁,530021)

刊名：

广西民族研究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2008，""(3)
0次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参考文献(17条)
1.因受1925年"非教运动"(即"基督教促进会"倡立本色教会,驱逐外国教士)的影响,1926年差会主席陈法言由美国总
会带来华人教会自立方案,并于1927年4月在梧州召集广西各地华人头目20余人开会,成立了"广西宣道会华人省联会
"(简称"华会"),而在西差会和华会之上又成立"广西宣道会协会",正主席由西差会主席担任,华会主席则担任副主席
2.廖杨.付广华 清末广西宗教问题述论 2007(02)
3.莫炳奎 邕宁县志 1937
4.亢真化.梁上燕 改良风俗的实施 1938
5.《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委员会 广西通志·民俗志 1992
6.魏任重.姜玉笙 三江县志 1946
7.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 1933(78)
8.欧卿义.梁崇鼎 贵县志 1934
9.刘振西 隆安县志 1934
10.田曙岚 广西旅行记 1935
11.梁明伦 雷平县志 1946
12.庾裕良 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1985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 广西年鉴 1935
14.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 广西年鉴 1933
15.刘宾一 兴全灌龙各县瑶叛与剿抚经过 1986
16.刘锡蕃 岭表纪蛮 1934
17.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 1986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何桂端 民国时期广西报刊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2)
民国时期广西出版了500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在内容上反映了广西的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和人们对国内外大势的认识.在数量上折射了民国时期广西报
刊业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在出版地上由中心城市向其他专区、县辐射,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报刊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民国
时期广西报刊的宏观考察分析,可知民国时期广西报刊业的发展与广西历史发展的线索基本一致,从诸多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广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的发展和变迁.

2.期刊论文 张贤勇.Zhang Xianyoug 民国时期广西东通道建设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梧州学院学报
2007,17(1)
广西东部连接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民国时期,出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需要,新桂系在大力进行省内建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东通道建
设.这些措施的实行,客观上降低了广西的落后封闭状态,加速了广西与珠三角以及世界的联系,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学位论文 刘玄启 民国时期广西桐油产销与经济发展研究 2006
桐油是民国时期广西重要的经济物资和改善农村经济的重要物产，在广西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促进广西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文章选取民国时期广西桐油产销作为研究载体，通过收集、挖掘和整理史料，以实证法、对比分析法、个案分析法为基础，从桐油的种植、加工、
贸易三个层面对民国时期广西桐油产销进行较全面探讨，揭示桐油产销对广西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世界经济交往程度的加深，桐油的用途发生了重要变化。民国时期，桐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军事、电气、
印刷、医药、交通运输等领域。由于桐油用途的扩大及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军备竞赛的加剧，使中国桐油的出口量剧增。以
中国为中心，向全球辐射的国际桐油市场网络已经形成，并日趋繁荣，这为广西桐油产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广西桐油种植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种植方式上，原有播种法有了新改进，同时还出现了移植法和插枝法等新的种植方法；在

植桐经营方面，呈现出种植公司、合作组织、小农经营方式同时并存的多样化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桐油用途扩大后，植桐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
，直接驱动了广西植桐业的发展；同时，国外植桐的成效也刺激了广西植桐事业，迫使广西不得不改变落后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广西省政府主动介入
桐油种植领域，大力推广桐油的生产。因此，广西桐油产量成倍增长，在中国占据了重要地位。
广西长期以来采用的主要是土法榨油，技术落后、效率低下。但榨油业作为广西农村手工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
了机会。民国时期，国外出现了先进的压油技术、省外则加强了对桐油的提炼，而广西既无新式榨油法，也无精炼、检验设备，因此所产桐油都被当作
次等，不仅油价低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广西桐油在国际上的声誉也带来负面影响。为改变这种状况，广西设立桐油厂，这对提升广西桐油的
品质，维护广西桐油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广西桐油产量大、品质好、加上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广西桐油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以桐油构建起来的贸易网络十分复杂，处于
桐农和洋行之间的“经手人物”，依靠收购、转销桐油，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广西桐油贸易市场的整
合，促进了桐油业的繁荣，使桐油在广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凸升，一度占据了各种出口物资的首位。桐油出口数量的增长，改变了广西长期入超的
局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用桐油打开了美国对华援助的大门，改变了美国对华的政策。在履行中美《桐油借款》合同中，广西桐油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4.期刊论文 杨乃良 民国时期广西对外贸易及其对广西社会经济的影响 -桂海论丛2001,17(2)
广西很早以前就开始对外贸易,广西三关开关后,对外贸易有了详细记录.民国时期,特别是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广西对外
贸易的发展其影响不仅局限经济方面,它对广西整个社会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5.期刊论文 陈峥.刘启强.CEHN Zheng.LIU Qi-qia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常见合会种类及特点 -河池学院学报
2007,27(3)
合会是一种民间互助合作组织,普遍流行于近代广西农村.民国时期,广西农村的合会种类繁多,其利息也低于高利贷利率.合会作为一种非正规性和临
时性的组织,成员多为亲友和乡邻,是小农社会里特有的经济现象.

6.期刊论文 陈峥.黄馨莹.CHEN Zheng.HUANG Xin-yi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预卖作物探析 -河池学院学报
2007,27(1)
预卖作物是高利贷借贷的一种方式,广泛流行于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其存在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预卖作物借贷具有季节性、隐蔽性、残酷性
等特点,它是一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剥削形式.它给广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7.学位论文 李成生 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生活的变迁 2007
近年以来，人逐渐成为历史的尺度，现代性成为思考和分析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从下往上看的历史”、“整体史”受到青眯，重构老百姓自己
的生活引起了学界足够的重视。
以人的生活为中心，从现代性角度切入来展开论述，既有利于贴近历史的真实，又有助于历史与现实的沟通。因之，透视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生活的
变迁，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广西区情的了解，而且还对广西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法战争后，广西的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贫瘠落后的广西散发出一丝丝现代气息。
民国年间，新桂系集团采取各种措施改造广西，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广西的社会生活有了一些新
的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重心逐渐西移，广西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人口大量内迁，人们的交流更加频繁，新思想、新观念更易被人们接受，社会
生活的变迁因而更加迅速，更加明显。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新的娱乐方式如戏剧、电影、体育、公园等也逐渐进入了日常生
活，人们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婚姻、丧葬等礼俗呈现出文明时尚，一些含有诸多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社会陋俗得到革除。保守的、古老的心理定势
有了某种松动，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生活观念，这些都标志着人们社会思想的进步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反过来新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
又会指导和促进生活行为和生活关系的演化。
对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生活的变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广西社会因环境与历史的关系，东西和城乡反差巨大。桂东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色彩、新内容，而桂西更多的是体现了保守与落后。城乡差
别最为突出，现代生活的出现和流传差不多都是在城镇范围里进行，同一时间广大农村的社会生活仍旧是古老的，而且水平也远远不及城市，形成了鲜
明对比的二元社会。
第二，社会生活中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新桂系政权介入生活领域，使广西社会的生活变迁深深地打上了“军刀”的烙印，由政府充当主要计划者和
推动者的角色特征，可以说是广西社会生活变迁的最直接动因。
第三，抗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显著。抗战时期人口、工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广西地区的
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起步晚，但变化速度快。就发生的时间、发展的程度而言，广西的社会生活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以及早期开埠的通商口岸，其变迁速度之快
，主要是由于新桂系政权这把“军刀”主导所使然。
这次变迁是在新桂系政权的主导和建设大后方的双重推动下出现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着广西社会的面貌。所以对
其进行总体性评估，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广西社会。第一，广西的社会生活缓慢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第二，广西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制约了社会生活的
现代化；第三，军阀统治对社会生活的转型具有双重作用。
这次社会变迁的程度是有限的，它给广西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质素，有助于把人们从过去封闭式的地区性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并未能真正地改变
广西人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处于深层次的生活观念更是非短期内所能奏效。尽管如此，也应该看到，这次变迁仍然是广西社会一次较高水平的社会变
迁，它虽然有限，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8.期刊论文 陈峥.刘启强.CHEN Zheng.LIU Qi-qia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预卖劳力探析 -河池学院学报2009,29(6)
预卖劳力是一种高利贷和变相劳役制相结合的借贷方式,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颇为常见,主要有做工抵押和人身抵押两种形态.它的借贷利率具有隐
蔽性和随意性,剥削手段十分残酷.预卖劳力的高利率虽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但有时债户通过预卖劳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贷开支,使得小
农的劳动力再生产得以延续.

9.期刊论文 陆吉康.谢明俊.LU Ji-kang.XIE Ming-jun 清末及民国时期鸦片贸易对广西政治的影响 -玉林师范学
院学报2008,29(4)
清末及民国时期,鸦片在广西呈日益泛滥的趋势,鸦片贸易对广西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国内外各种势力围绕鸦片贸易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争端,深
刻影响广西的政治统治与形势.

10.期刊论文 陈峥.刘启强.CHEN Zheng.LIU Qi-qiang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赊店帐探析 -河池学院学报2008,28(1)
赊店帐既是商业领域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高利贷的一种借贷方式,是一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形式,在民国时期的广西农村颇为常见
.它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商品经济,满足了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但由于利率的高昂和交易手段的不公正,导致农民受商业资本的控制,遭受残酷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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