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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地区天主教教堂创建年代一览表④
所属县份

教堂名称

创建年代

归绥县

庆凯桥双爱堂

同治１３年

同上

三合村教堂

光绪初年

萨拉齐县

二十四顷地教堂

光绪１６年

同上

银匠窑村教堂

光绪１３年

同上
同上

小把拉盖村教堂

光绪１９年

缸房营子、任三窑子、何家库伦教堂

光绪２４年

同上

苗六圈子村教堂

光绪２８年

同上

小韩营子村教堂

光绪２９年

同上

五犋牛村教堂

光绪３２年

同上

陶思浩、善岱、双袍子、麦达尔召村教堂

包头县

王国秀巷教堂

光绪３４年
１９１９年

同上

小淖尔村教堂

光绪１６年

同上

大淖尔村教堂’

光绪１９年

固阳县

合窖洋堂

同上

色气村、白灵淖、永和公教堂

光绪３２年
吉缔元钷至一年

同上

广义奎教堂

宣统３年

武川县

乌尔图沟教堂

同治１０年

同上

古营子村教堂

同上

三眼井村教堂

光绪２５年
１９１４年

和林格尔县

迭力素村教堂

光绪１６年

同上

西舍必崖村教堂

光绪２７年

托克托县

山盖村教堂

光绪２７年

同上

什拉乌素村教堂

光绪２９年

清水河县

新民堂

光绪３０年

集宁县

黄羊滩教堂

陶林县

红格尔图教堂

光绪１８年
１９１７年

准格尔地教堂

光绪１８年

同上

大发公教堂

光绪２０年

同上

黄羊木头教堂

光绪２２年

同上

乌兰淖尔教堂

光绪２３年

同上

玉隆永教堂

光绪２７年

同上

蛮会教堂

光绪３０年

同上

陕坝教堂

同上

圣冢雷村、＝遁桥教堂

光绪３３年
１９２４年

鄂托克旗

小桥畔教堂

光绪２６年

同上

城川教堂

光绪２６年前

１９１９年

兴和县
临河县

同上

白泥井、大羊湾、长方村教堂

光绪２０年间

杭锦旗

察汉宝格都教堂

光绪２０年间

准格尔旗

日盛堂

庚予以后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有时间记录的５０座教

来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教士每到一地，

堂中有３７座建于光绪年间，占总数的７４％。其

先从蒙旗买进或租进荒地，以出租土地引诱从内

中明确记载建于义和团运动之前的有２４座，几

地来绥的贫民入教，然后逐步建立教民村。如萨

占总数的５０％，这还仅仅是对天主教所建教堂

拉齐厅著名的二十四顷地教堂、武川的乌尔图沟

的统计，其他教派如基督新教所建教堂尚不在

教堂等都是这样建立的。“乌尔图沟教堂，创于同

内。这就是说，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天主教在绥

治十年，由西籍传教士出资１６８０两，租得民地四

远地区已有了相当的势力。对于基督教在绥远地

十五顷，自此继续经营，遂成为天主教在山后传

区传播的过程我们不拟细述。揆诸史料，我们可

教不拨之基”。‘１１‘卷８琮教‘天主教’耶锋教’在这一过程

以发现，天主教在绥远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民

中，传教士与当地民众、教民与非教民之间发生

教冲突可分为如下几端。

有关的冲突是势所必然的。引发绥远地区义和团

在土地问题上的；中突。天主教在绥远地区传

运动的就是此类事件，“萨拉齐所属之二十四顷

播的一个特点即是先买地后传教。从有关的史料

地天主教堂，前因教民石险生、任喜财、刘二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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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争地起衅，率领多人至托克托城厅所属之
河西准噶尔旗属麻地壕村，杀死高占年等九命，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拳匪

弃尸黄河”，事后凶手藏匿于二十四顷地教堂，教

……决意进教。旋有人派出庙戏捐，赵不允，邻里

堂除拒绝交出凶手外，并陈兵与官府对抗。＠这

共愤，起与为难，幸教士护之，始得免祸”。。Ｍ３０７’

一事件激怒了当地民众，官兵和义和团民互相配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教会的原因，本来是统

合攻陷二十四顷地教堂，将凶手抓获并绳之以

一的传统社区一分为二，传统社会的固有秩序受

法，烧毁教堂，并将主教韩默理处死。

到了破坏。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破坏是由外力的

祸教记》载：“官地营子有赵姓一家，以忠厚闻

天主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播过程正是绥远地

楔入而造成的，近代以来教会势力是以不平等条

区的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垦的时期。这一时期，内

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进入中国的，是强权和

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压迫大量涌

侵略者形象的代表，传教士并将他们所享有的治

向绥远地区。传教士正是利用这一机会，通过掌

外法权延伸到教民身上，所以它对于传统社会秩

握土地而吸引普通农民入教，关于这一点当时的

序的破坏是严重的，是传统社会自身所无法弥补

有关传教士也是供认不讳的。绥远地区历史上长

的。

期以来是蒙古族游牧的地区，传统的游牧型畜牧

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冲突。近代以来在炮舰

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在土地所有权观念上的

保护下侵入中国的、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

一大区别在于：前者对于某一块土地的“四至”没

文化，在性质、形式上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截然

有严格的限制，而后者则正好相反。这种情况，再

不同的。绥远地区地处边疆，属于新开辟的地区，

加上当时传教士是以租或买的形式攫取地权的，

虽然不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但从有

有相当的欺骗性，故而一般民众由此而与天主教

关资料来看，天主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与

产生的纠纷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如集宁的黄羊

本地区原有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民众

滩教堂建立于光绪十八年，光绪十八年至十九

信仰及受其影响的风俗习惯都发生了程度不同

年，绥远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嗣是二三

的冲突。

年，此邦元气卒难尽复，时有比国天主教士……

绥远地区民众的信仰体系可分为两大系统。

出赀购地，每亩仅用银七钱，然视常值已超出一

其一为蒙古民族自明清以来形成的喇嘛教信仰，

倍。人民于灾歉之余，不计是非，惟贪善价，遂纷

另一为随移民迁移而来的汉民族的传统信仰。以

纷然群起售地，未浃旬间教士已购地二十五顷之

信仰为基本内容的民风民俗也各自形成了自己

多”。ｍ‘卷８１淙技‘天主教’耶锋教’（文中着重号为作者所

的特色。天主教在其进入绥远地区之初即十分注

加）所谓的“光绪二十一年有教士自由购置房地

重蒙古民族的传统信仰和风俗，传教士们学蒙

之朝令……至是教民时出重价购地”，虽然由此

语、着蒙古族服饰，如传教士费安河在河套地区

导致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多，但我们也可以看出传

的扒子补隆“先结茅庵以庇风雨，继营毳幕而顺

教士掠夺土地所采取形式的欺骗性是很强的。⑦

蒙俗，旋复以言语不达，则更日学蒙古语文而通

一般的民事冲突。所谓一般的民事冲突是指

情愫”。‘１３‘卷８１’宗教‘天主教＇耶锋教’由于喇嘛教长期以来

在日常生活中教民与非教民发生的实际利益的

已在蒙古族中形成了深厚的基础，传教士在蒙古

冲突。近代以来，绥远地区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的
开垦，但总的看来还是地广人稀。传教士在绥远

族民众中传教的效果一直不明显，之后他们遂把
注意力转到了汉族贫民身上。事实上近代以来绥

地区的传教方式使得绥远地区的教民大都是以

远地区信教的民众也是以少地或无地的汉族贫

教民村的形式分布的。这些教民村有相当的独立

民为主的。我们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近代以来

性，但它们散落于当地民众的汪洋大海中，又犹

绥远地区汉族民众的信仰体系和内地民众没有

如孤岛一样。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们的独立

多大的区别。清水河厅是开发较早的地区，民众

性是十分有限的，它们必须参与当地的社区生

信仰的对象包括关帝、火神、马王、龙神、瘟神、五

活，在这一过程中与非教民发生冲突，这种冲突

谷神、吕祖、三官、药王等。＠即使是开发相对较

的内容是十分琐碎的，但是大量存在的，它们是

晚的五原厅也是如此。‘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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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厅民众信仰一览表＠
庙名

建立年代

祭祀对象

一建于嘉庆年间，一建于同治年间，一建于
龙王庙（３座）

龙王

大仙庙

大仙

不载

关帝庙（２座）

关公

其中之一建于光绪２９年

河神庙

河神

不载

四大股庙
公中庙
召庙

光绪年间

关帝、河伯、火神、药王、马王、龙
王、大仙
河伯、龙王

建于光绪２１年
不载

佛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众的信仰完全是传

到，义和团运动时期，团民们口中念着咒语，每人

统型的，而且基本形成了体系。虽然如我们前文

身备一黄纸，剪下纸人儿，象征着天主教放下来

所述，许多贫民出于种种原因（如灾荒、租种土

的妖怪，每到一地即将这黄纸人钉在墙上，破口

地）信仰了天主教，但在这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民

而骂，拍手喊杀。ｏ我们可以看出，义和团所采取

间信仰体系中，这些人是被目为“异类”的，各方

的这些形式和其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中国民间传

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这在史料中有许多记载：

统信仰体系中最常见的。二十四顷地教堂被攻破

同治年间，传教士在前往归化城传教时，“途次皆

后，义和团民对主教韩默理的处置也完全是中国

扮作商贾，以免外人之惊异阻挠。不久，新城内教

传统信仰体系中对待“妖魔”的方法：“以铁索穿

友共同祈祷之举，被人误会，致启风波”。×１２＂。

肩骨”，游街示众后用火烧死。＠中国民间传统信

又，１８９９年，萨拉齐厅何家库伦村民阎杰、刘义

仰是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

二人“偕往大夫营子堂中，记名奉教。二人信教诚

想支配和影响的，绥远地区地处塞外，文化落后，

切，外人虽极端讪笑，亦不之顾”。。Ｈ９９’即使是一

光绪十年以后才逐渐建立了厅学等文化教育机

些真正从信仰上入教的农民也有种种顾虑而至

构。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有关资料中看到

于不敢对外公开自己的信仰。我们从绥远地区义

儒家思想在这一地区的深远影响。

和团运动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义和团的发生和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长期以来天主教在

展都是以在民众中有深厚基础且民众极为熟悉

传播过程中与绥远地区民众发生的冲突，尤其是

的信仰形式为其具体形式的。据有关史籍记载，

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在绥

义和团的神坛一般都建于当地的关帝庙、龙王庙

远地区爆发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主要的和根本的

等地。托克托厅是绥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地

原因。在这里我们着意强调了文化、风俗习惯冲

区，《绥远通志稿》载：最初义和拳传入托克托厅

突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土地问题上的

是一位名叫科巨子的骡脚夫，科巨子于“庚子六

冲突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在一定情况下都是

月初来托，行装甫卸，即沿街呼集儿童，在南阁城

可以解决的，而且其涉及面不一定广，可能仅限

隍庙前练习神拳。使双手大指掐食指，闭目用手

于直接发生冲突的两大家族或别的社会集团之

掩之，双足并齐，向东跪，口诵咒语云：一迷其代，

间。而文化、风俗习惯上的冲突则是不可调和的，

南无老祖，弟子恳求黎山老母、唐僧、沙僧、八戒、

其所涉及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它可能造成

悟空。诵毕，身向后倒，晕迷，片刻即起，谓有妖魔

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形成所有社会成

附身，能谙习拳棒刀枪，名日义和神

员（不论其是否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之间的冲突。

拳＂ｎＨ卷８３．教案）。类似的记载是很多的，１９００年五

在这种冲突的环境中，一方往往被另一方视为

月中旬，黄羊滩教堂附近的雷家村“发来一纸单，

“异类”。ｏ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义和团

名神拳单。上书三圈，圈内有‘王主王’三字。欲

运动的群众性了。我们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义和

学权术，须画三圈于地，内加‘王主王’三字，向东

团运动是以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民间

南三揖，举手往后一跌，昏迷片刻，起，已知各种

信仰体系对天主教传播的一种反抗。传统的民间

武艺”。。Ｈ３１３’在相关的调查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

信仰既是义和团运动得以发动、发展的根本原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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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时也是其致败之由。义和团运动期间，绥远

永远相安”，在当时处境中的山西省地方政府除

地区的团民在攻打教堂的过程中屡屡有这样的

住皇华馆及在头等衙门设“铭旌”因事关“体例”

传说：在教堂的上空或墙上发现“白马腾空”或

没有答应外，其余的全部照准，但省当局也不是

“白衣战士”，因而放弃进攻。更为有趣的是，１９００

没有担心，“恐愚民不悉苦情，或疑为袒教，嚣然

年６月，在宁远厅香火地教堂附近，义和团民集

不靖”。“×”０３’在这里省当局和传教士双方实际

结于某庙，庙董“疲于供给，粮食几空，顿生一计，

上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对方将达到什么样的

谓群匪日：尔曹有神术，枪炮不能伤，当一试之。

目的。清政府是作了屈服，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

试而验，尽可打堂，何必畏葸。试而不验，可知天

屈服和让步是有限度的，因为这已是事关“体

意未附，须各归本业。言已，注药小炮中，将以击
匪。匪惧，一哄而散”。。Ｈ２８７’在属于热河地区的赤

例”——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的问题。传教士

峰县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出现这些现象的原

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以儒家为主的主流文

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是以迷信为主要内

化和受其影响的民间信仰体系在民众中是有深

容的，而迷信的落后性和愚昧性是在不尽言中

厚基础的，是不可能轻易被征服的。

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但近代的历史也已证明，

的。＠

基督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一些传教

注释：

士在弥补与当地民众的文化和风俗冲突方面作

①参见《内蒙古大学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及《历史研

了一些努力，如萨拉齐厅的耶稣会传教士鄂比

究》１９６０年第６期、１９６４年第６—７期所载戴学稷先生

格，“非特语言、衣冠纯效华风，甚至西人最耻之

文。

清制发辫亦坦然蓄之”，但整体来说传教士们在
这方面的工作效力并不显著，所谓的“中国所谓
四民者，或习于儒说，而视他教为异端；或安于故
常，而称入会为随洋。是以有知者不屑信，无知者

②近代以来在绥远地区传播的主要是基督新教和
天主教。由于基督新教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城镇，故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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