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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二）——朱家河慘劇 
陳方中  

朱家河又叫東朱河，是華北平原上一個平凡的村莊，人口

不多，也不少。居民大部分務農，多半自給自足，生活型態與

其他星羅棋布在這片平原上的村莊大致無異，唯一的差別是宗

教信仰。居民們口傳的說法是康熙年間奉的教，信的是天主教。

這種口傳的說法不可考，反正就是已經有兩、三百年信仰。其

實村中也不全奉教，但教友占多數，約有三、四百人，是附近

方圓幾百公里內，教友人數最多、根基最深的教友村。  

獻縣代牧區把景州總鐸設在這裡，有大教堂、育嬰堂、要

理學校等重要設施，受人尊敬的法國耶穌會士任德芬（ Ignace 
Mangin）也駐紮於此。朱家河教友與附近村莊居民關係不算融
洽，倒不是教友們胡作非為，而是生活艱困，生活中的磨擦較

多，教友們因信仰天主教，生活習慣與附近居民不同，在一般

居民們看來是「非我族類」。  

1899年7月，景州西南河渠鎮由王慶一組織了義和拳，並
攻擊當地天主教徒。在地方官協調下，王慶一的義和拳移往鄰

縣故城縣大月莊，再擴展至故城縣縣城。1899年10月，在景州
西邊的宋門，有義和拳演練刀鎗不入的神術。沒料到槍彈無情，

一槍打死了「過鎗」的大師兄。宋門義和拳並未因此散去，他

們解釋說是天主教徒污穢了行法的壇場。同時在離宋門不到

兩、三公里的劉八莊，晤修（武修）和尚也設了壇場，當地有

十餘家天主教教友。晤修和尚武藝高強、內外兼備，很快就成

了各地壇場義和拳的領袖，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景州、阜

城兩地十餘處義和拳攻擊當地教友，這些義和拳多半與晤修有

直接、間接關係。他們在市集人潮聚集處張貼揭帖，公告攻擊

教友日期，因此教友多半能事前走避。此種地區性的義和拳，

人數最多兩、三百人，聚集的時間通常數小時而已，攻擊搶掠

完後隨即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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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修和尚召集了1899年此地區唯一一次義和拳的聯合行
動，在宋門一帶，晤修花了兩、三天時間聚集了千餘拳民，日

後的口述回憶也有說達萬名拳民的，在12月18日早飯過後前往
朱家河，聲稱欲剿滅該地教友。傳教士早將危險情形報告法國

領事，再轉告中國政府求援，當時直隸總督裕祿視義和團為邪

教，派遣軍隊前往景州防禦。將領范天貴在朱家河外攔下晤修

和尚，話不投機，范天貴命手下擒拿了晤修和尚，開了數排子

彈，千名拳眾遂作鳥獸散，第一次朱家河危機解除。  

第二波朱家河事件要從景州左鄰的武邑縣開始，有三股彼

此在拳會源流或秘密宗教淵源上有關的義和拳聯手，攻擊了武

邑縣城的天主堂，殺死了當時在堂中的路懋德神父（Modest 
Andlauer）及趙席珍神父（Remi Isoré）。時在1900年6月19日，
同日慈禧太后對世界各國宣戰。此事前一日，慶雲縣兩名中國

神父及百餘名教友在逃難途中為義和團殺害。這兩件事震驚了

景州及鄰近武邑、阜城、東光吳橋、寧津、棗強、故城、冀州、

衡水等地的教友，按上次經驗，朱家河是最安全的地方，不滿

十日，逃難而至的教友就有三四千人。  

為了容納日漸增多的人口，也為了防禦需要，朱家河避難

教友在村莊四周沿著大溝修築土牆。1900年7月 14日土寨修
完，次日義和團數千人就前來攻擊。和1899年底相比，此次參
與義和團者多出數倍，由文獻資料分析，可以得知其中一股來

自衡水與攻擊武邑縣城者是同一批人。另一批是本地的拳眾，

組織者是朱家河附近杜橋鎮的牛貴宣（牛六爺）。按照1960年
代口述訪談的描述，牛貴宣是地方的領袖人物，並不是秘密宗

教的參與者。但1899年的義和團事件或因他所能影響的地方勢
力參與了攻打教友的行動，因此在事件結束後，教友告官把他

關了一陣子。此時遂出來領導多股來歷不同的義和團。  

義和團刀鎗不入的神術是騙自己的，教友們也買了西式長

槍，光憑義和團是攻不進朱家河的。7月15日一戰，義和團被
打的死傷枕藉，但教友們仍處在被包圍的情勢中。因慈禧太后

與世界各國宣戰，景州是南北通路上的重鎮，7月16日李秉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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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勤王的軍隊經過景州，拳首們聞訊即去請求李秉衡協助攻

打，李秉衡未允，推說隨後有陳澤霖，亦將率軍經景州，請拳

首向其求助。次日，陳澤霖部果真來了，地方鄉紳拳首，聯名

向陳澤霖控訴朱家河教友造反，危害鄉里。陳澤霖將信將疑，

命一名軍官帶兩名兵士前往探查，莊中守衛有自恃槍法法神準

者，「等他們走得臨近了，猛然一槍把幫帶打死了。」兩名兵士

逃回向陳澤霖報告，陳澤霖乃決定剿平這股教匪。  

在義和團運動的歷史上，似此類築寨自守的教友村，沒有

一個是被義和團攻下，都是由官軍攻破，朱家河正是其中的代

表。經過7月16日至19日的攻擊，朱家河村中已彈盡糧絕。19
日晚有一批教友趁黑夜逃出，有說數百人的，義和團的參與者

則回憶在朱家河北面捉到140名教友，都被處決。7月20日清
晨，官兵義和團聯手，從村莊的西面及北面攻入了朱家河，有

一群貞女故意戴上頭巾，掩飾她們的性別，手上揮舞著菜刀及

鐮刀，她們的目的是希望在不明究裡的情況下被殺，以避免可

能的凌辱。大部份教友都跑進了村中大堂，教堂中擠進了千名

以上教友，任德芬（ Ignace Mangin）和湯愛玲（Paul Denn）兩
位神父坐在祭壇前為教友作最後的赦罪，在一片哭喊聲中，湯

愛玲大聲帶著信友念悔罪經。不久堂中火起，有人以秫稭作為

火種，點燃屋頂下的蒲席，然後使整個屋頂燃燒。義和團及官

軍堵在門口，向裡面射擊，教堂因此成了朱家河最大的修羅場。 

有不少擠不進教堂的婦女，逃到了教堂旁邊的育嬰堂。在

一種集體恐慌的氣氛中，紛紛跳入了育嬰堂院中一口苦水井

裡，這口井事後填平，就成了這些婦女的義塚。1902年或1903
年的調查，稱跳入井中的有58人。1987年重新整地時，意外掘
出這口井，在其中明確找到了58個頭顱。外國有以中國風景為
明信片者，1901年最驚悚的明信片，就是朱家河教堂中堆積盈
尺的枯骨。  

有關朱家河的死亡人數，中國官方記錄為1800人，蕭靜山
神父的調查為3000人。蕭靜山即為苦水井58具頭顱的提供者，
同時他總體估算往朱家河避難，後未返回原居地的數字，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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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團運動以後的高額賠償，教友沒有道理隱匿行踪，因此3000
人應不是高估的數字。  

教友們真的做了什麼人神共憤的事，以致引起此番仇殺？

朱家河鄰近教友村青草河亦在此次義和團事件中被圍攻，但官

兵沒有參與，以致防禦較弱的青草河反而逃過一刼。朱家河慘
劇以後亦是青草河教友的重要記憶，青草河教友費玉聲先生曾

對我提起過，有些教友品行不良，太過霸道，引起了周圍非教

民的不滿。在他和朱慶元先生合著的《景縣朱家河教難傳記補

遺》中，提起了一個教友在市集中，因賣魚的斤兩不足，打翻

了魚攤，因而得罪了魚販的親戚牛六爺。在1960年代大陸學界
作的義和團調查中，被訪談的非教友也提及類似的磨擦，但魚

變成了西瓜或白菜。我的看法，這些磨擦固然存在，但因為這

些芝麻小事，要殺掉全村教友，實在是匪夷所思。實際上買魚

衝突，反映的是在華北平原大地，教友與非教友的互相敵對。

這種敵對來自於法治觀念不足的社會，對社會資源的爭奪，在

更深的層面，則是傳統文化中對外來基督信仰的敵視，然後在

一種殺人合法的狂亂氣氛中，將教友視為必除之而後快的異

類。基本上，這也可以視為一次種族滅絕行動，只是大部份政

府中人沒有完全喪失理性，並沒有隨狂亂的義和團起舞，否則

不只朱家河，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的全部教友，恐

難逃此大劫。  

朱家河教堂在1902年重建，但其生氣從未完全恢復。1966
年的文革，宏偉的教堂再次被拆除。現在的朱家河，數十教友，

小小教堂，但他們對以往的殉教事蹟，仍然津津樂道。  

朱家河慘案 
又稱朱家河教堂慘案，發生在1900年的景州朱家河村（今

屬於景縣洚河流鎮）天主教徒被義和團殺害事件。2000到3000
名天主教徒被義和團殺害。  

中文名    朱家河慘案   



 

～5～  

外文名    朱家河教堂慘案   

時     間  1900年7月   

地     點  衡水景縣洚河流鎮朱家河村   
被害方    天主教徒   

行兇方    義和團   

結     果  2000餘名天主教徒被殺   

致命聖人  聖任德芬  聖湯愛玲  聖朱吳氏等   
所屬教區  天主教景縣教區   

教區主教  封新卯主教   

主教府    衡水景縣  

概述  

朱家河慘案是義和團運動中發生的最大的一場慘案。那是

震驚世界的慘案，只是我們自己的民族記憶在這樣的事情上容

易或故意忘卻，許多中國人並不知道此案。  

1900年7月，在發生了一系列屠殺教民的事件後，景州周
圍七八個縣的惶恐無措的教民們兩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

難，一個小小的村子湧進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無畏的兩千多義和團和兩千多清軍士兵包
圍了朱家河村。清軍士兵是被景州城裡的蔡氏兄弟忽悠來的，

這兩個人一個是秀才，一個是舉人，他們告訴路過景州的清軍

指揮官陳澤霖，說朱家河教堂是漢奸聚集地，請求陳派兵攻打。 

義和團和官兵們向「漢奸」發起了英勇的進攻，這是一場

沒有懸念的戰鬥。愛國主義義士們槍擊刀砍奮勇無比，他們先

把教堂外的教民們殺光，再點燃澆了油的席子，扔進教堂，把

教堂裡的人燒死熏死。也有從大火中逃出來的人，也有從教堂

樓上的窗戶跳下來的人，他們沒有燒死摔死，也大都被殺害。

到7月20日，屠殺結束，一共有2500人遇難，只有500人逃生。 

清軍指揮官陳澤霖在現場發現被殺死的大都是婦幼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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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來的漢奸，外國人也只有2個，他非常氣憤，拒絕了義和團
請他幫助攻打下一個教堂的要求。  

朱家河教堂裡的兩個外國神甫在生死關頭表現出了高尚的

精神。本來，在義和團攻打的前一天晚上，教民們勸他倆趁黑

夜逃走，但他倆堅持要與教徒們在一起。在室外槍聲殺聲不斷

的最後時刻，教徒們做著禱告，無奈但從容地面對死亡。 [2]  

事件經過  
背景  

1900年的春天，當北京的外國公使們還在為該不該公開發
佈鎮壓義和拳的上諭問題而與清廷鬧得不可開交時，直隸一帶

的義和拳活動已經風雲初現。  

目前有研究者認為這裡的義和拳活動興起是因為袁世凱在

山東的嚴厲鎮壓導致拳民流入直隸（今河北），這種觀點不完全

對。事實上，在山東拳民鬧事的時候，直隸一帶也有類似的活

動，但其規模和影響力遠不及山東，而且其活動範圍也主要集

中在直隸與山東交界的地區，要說是受到山東方面的影響，也

不為過。  

直隸一帶拳民的活動，最初主要集中在與山東冠縣、臨清

交界的威縣、曲周等地，這可能是受到了「梨園屯教案」的波

及。但到了1899年後，直隸一帶的拳民活動開始北移到與山東
德州交界的直隸東南地區，即棗強縣、故城縣、吳橋縣和景州、

阜城一帶，其規模已經不可小覷。 [3]  

首領  

當時在棗強縣一帶活動的拳民首領名叫王慶一，他是本縣

張家屯人，年齡大概三十不到，家裡有十來畝地，也兼賣瓜果。

1899年左右，也就是平原一帶鬧神拳的時候，從山東茌平縣來
了一個賣小雞的周姓漢子，周師傅在棗強縣流常鎮的鎮武廟開

了拳場，當時也搞「降神附體」，由此吸引了不少徒眾。王慶一

最開始練的是五祖神拳，大概也在這個時候學會了神拳的那一

套，並隨之成為當地的拳民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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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  

王慶一等人的活動引起了當地教會的不安，他們向當地政

府請求保護，但棗強縣令凌道增對他們的要求未予理會，以至

於後來王慶一等人得以公然出入縣衙（後來凌道增也因為「縱

匪不拘」而於次年被革職）。在1899年8月20日（陰曆七月十五，
鬼節）的晚上，王慶一等人燒毀了故城縣大月莊的教堂。神甫

任德芬隨後便向故城縣令投訴，但正當知縣準備召喚王慶一進

行審問的時候，王慶一帶著數百人湧進縣城，反向知縣告狀說 :
「洋教士覬覦我們的財富，破壞我們的法律，煽惑群眾。他們

的控訴的為了陷害我們。我們所以如此窮困，我們的天津所以

如此混亂，都是這些洋人造成的，……我們要大人狠狠的攻擊

他們。」  

知縣沒有辦法，只得向他們解釋洋人傳教是條約規定允許

的，由於法不責眾，他只能將王慶一等人加以訓誡後完事，至

於教堂的損失則用官費重新建起，這事便算和平瞭解。官府處

理的方式顯然是激發了王慶一等人的信心，以至於他們後來公

然手持武器（當然，主要是冷兵器）在鄉間威風凜凜的來回巡

遊，令當地的傳教士和教民們感到膽戰心驚。從這個意義上來

說，故城知縣之所以妥協，主要原因在於他缺乏對付大批拳民

的辦法，而拳民們得以在鄉間橫行也證明了當時的基層政府已

經失去了對當地局勢的控制。  

在這種情況下，獻縣張家莊總堂的葛光被主教便向河間知

府投訴，而直隸總督裕祿接到河間知府的報告後，隨後便派出

一位負責洋務的官員陶式鋆前去處理。陶式鋆來到故城縣後想

把王慶一帶到天津，但拳民們擺出要武力抗拒的架勢。在威脅

之下，陶式鋆不得不放棄強行拘捕王慶一的計劃，只是要求教

民和拳民們「和平相處」，隨即便匆忙離開了故城縣。  

陶式鋆的處置顯然不能平息事態。在當年10月，景州的宋
門鎮又發生了一件事情，據任德芬的記載，事情是這樣的 :10
月2日（八月二十八日）是宋門鎮的大集之日，拳民們在當地開
了拳場，並宣稱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的集市日義和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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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表演神術，刀槍不入，任大家參觀。於是在九月二十一日

真的有上千人前來觀看，但當地拳民卻又說這一天不吉利，改

到下一個集日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10月30日）進行表演。拳
民們的宣傳手段很高明，把村民們的胃口吊得很足，結果那一

天來看的人比上一次還要多，大家都想看看這一神奇之事。  

嫁禍  

在九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義和拳大師兄便在村外的空地

上升壇做法，他先令兩個徒弟跪在神壇前，其中一人使勁磕頭、

作揖、唸經、燒香，但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神靈似乎並不顯靈。

直到下午，正念著咒的大師兄突然霍地站了起來，臉色大變，

牙關緊咬，雙目圓睜，並開始跳起舞來。接著，他似乎被某種

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兩位徒弟也站了起來，並給槍裝上子

彈。大師兄上半身赤裸，敞開胸脯對著槍口。只聽「砰」的一

聲，圍觀的群眾看到大師兄似乎表現出承受不了的樣子而跪了

下來，接著整個人便倒在了地上。這一槍打穿了他的胸膛，鮮

血直流，傷勢嚴重。接著，大師兄在地上痛苦的翻滾了幾下，

接著四肢蹬直，不再動彈。拳民們卻說，各位，這沒什麼奇怪

的，大師兄經常這樣，到不了明天就會醒過來的。接著他們便

將大師兄給裹著抬走了。（2）  

當然，這位大師兄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嚥氣了。但到了第二

天，義和拳便宣稱是天主教徒用邪術謀殺了大師兄。就在當晚，

當地的義和拳便連夜趕到宋門鎮，要與教堂為難。消息傳得很

快，臨近的吳橋知縣勞乃宣在日記中記載此事說 :「近於景州試
演，自斃一人，蓋手法一時失誤，而其黨誣稱教堂鎮壓所致，

幾與教堂生釁」。（3）  

挑釁  

景州知府王兆騏得知此事後不敢怠慢，他一面派出軍隊，

一面派出地方上的士紳進行勸服，但教民和拳民之間的衝突一

時難以消除。在對峙了十幾天後，拳民們退出宋門鎮，但提出

條件要求官府出錢宴請並唱戲、官兵在義和拳的神位前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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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王兆騏十分惱怒，他立刻向直隸方面請求重兵剿撫，但直

隸按察使廷雍反責備王兆騏、勞乃宣等人「張皇」，說「拳民具

有忠義之氣」，進行剿殺反可能「激成巨案」，因此駁回了王兆

騏的出兵請求。王兆騏後來一氣之下，便辭官回家了。  

自衛  

在教民們得知官府的態度後，他們決定用自己的力量進行

自衛。宋門鎮附近的朱家河教堂隨後便購買了槍支並組建五十

人左右的青年隊，開始進行操練。朱家河村位於景州西側大約

十公里處，分為東西兩個村子，其中東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

教（大約有兩百年的歷史），此時村中的百來戶人家大多信教，

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為這個地區的第一堂口，並設有男女學校

和育嬰院。當然，因為習俗和文化上的衝突，這裡受到了臨近

村莊的敵視。宋門鎮周圍的義和拳因為上次失手的事情丟了面

子，決不願善罷甘休，但當他們挑起事端的時候，反被教民用

現代槍械打垮。在死傷了一些人後，這些人宣稱宋門鎮是「不

潔」之地，隨後便從這裡消失了。 [1]  

說到朱家河教堂，這裡有必要提前說一下其在1900年夏天
發生的事情。這個事件或者說慘案在歐洲廣為人知，其幾乎與

北京的西什庫教堂被圍攻一樣出名，但在國內卻少為人知，這

不能不說是怪事一樁，頗令人費解。在1900年義和拳的高潮時
期，清廷宣佈義和拳為「義民」，當地反教情緒達到高潮，氣氛

十分緊張，當時景州、吳橋、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

個縣的教民們紛紛來到朱家河教堂避難，當時聚集在這裡的教

民達到三千人。而在此之前，武邑縣城內的教堂被攻擊，有一

百五十名教民被殺，兩名神甫遇害。  

進攻  

當地的義和拳，在王慶一、渠成江、牛貴選等人的率領下，

前來進攻朱家河教堂，以報去年之仇。在任德芬神甫的安排下，

教堂方面在村裡構築了防禦工事，義和拳一時間難以攻下。這

時（陰曆六月二十日，陽曆7月16日），原山東巡撫、後被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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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水師的李秉衡所部及原駐紮在江西清江的武衛軍先鋒右軍

指揮陳澤霖所率的兩千五百名士兵，他們在北上勤王的途中經

過景州，於是義和拳首領及其當地的士紳（蔡氏兄弟，一個舉

人，一個秀才）前去面見李秉衡，他們聲稱朱家河教堂是外國

人和賣身偷靠洋人的漢奸們的巢穴，要求李秉衡給予協助。新

任知州洪壽彭和一些當地紳士也為他們作證並懇請李秉衡留下

來協助掃除這一巢穴。李秉衡因為要急於趕到北京，他不想為

此事耽擱時間，但還是留下了後衛部隊陳澤霖部協助攻打朱家

河教堂。  

屠殺  

六月二十一日（陽曆7月17日），陳澤霖所部來到朱家河教
堂，在義和拳的攻擊被打退後，陳澤霖部隊開始用炮進行轟擊，

所幸的是這時天色已晚，雙方暫時休戰。當天晚上，教民們勸

說任德芬神甫和湯愛玲神甫趁夜轉移到獻縣張家莊總教堂，但

被兩人拒絕。在次日的攻擊中，教民會長朱三被炮火擊中身亡，

教堂內陷入一片混亂，但教堂還沒有陷落。在二十三日，進攻

的炮火更加猛烈，越來越多的建築物被擊中，而且飲水斷絕，

當晚很多教民因為口渴而冒險越牆逃走，但大多被圍攻的義和

拳發現而殺害。二十四日，義和拳和清軍攻破教堂的壁壘衝了

進來，開始不分男女老少的進行殺戮。驚恐的教民們，大約剩

下一千人，最後逃到一棟僅存的教堂和院子裡面，在槍彈聲中，

這些教民在禱告的同時陸續被射殺，義和拳甚至將澆了油的草

蓆扔進了教堂而引發大火，在火光沖天中，殘存的教民打破窗

戶往外逃生，但大部分遭到殺害。  

人數  

在這場殺戮中，任德芬神甫和湯愛玲神甫都殉道了，教民

被殺的場面慘不忍睹，有被槍打死的，有被燒死的，也有從屋

頂上跳下來摔死的，但更多的是在逃生中被殺死，除了少部分

高喊「背教」的人免於一死。《拳禍記》中說當時的死者高達一

千八百人，也有學者說是兩千五百人，逃生的不過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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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據說陳澤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是教堂裡只有兩名外國傳教

士、自己的軍隊殺戮的全是無辜的中國男女之後，立刻變得怒

不可遏，他訓斥了知州並威脅要將兩名紳士帶往北京懲罰。義

和拳隨後又前往攻打青草河教堂，但陳澤霖再未給予協助，反

而將其中的女信徒帶走送到北京。在途中，又有義和拳請求他

們協助進攻獻縣張家莊總堂，但遭到陳澤霖的嚴詞拒絕。  

「朱家河教堂」慘案在很長的時間內不為人知，但讀者可

以想像當時那些無辜教民被圍攻的慘狀。在1900年華北平原上
的那場狂暴運動之中，那些孤立的教堂和教民不像是在北京的

西什庫教堂，他們在得不到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在面對這些瘋

狂暴行的時候是何等的淒慘和無助。  

事件之前  
背景  

回到前面的義和拳事件。在朱家河教堂南邊的杜橋鎮也有

個義和拳中心，首領是牛貴選，他是當地的一個地主，家裡有

一百多畝地。牛貴選的神拳是從宋門鎮的郗樹芳傳播而來，此

人家裡有五六十畝地，還開了一個雜貨店。從源流上來說，這

一帶的義和拳來自於衡水縣的留仲鎮，這裡以武秀才渠成江為

首領，此人是地主的兒子，家裡有地一百畝，當地人稱「渠五

爺」，而留仲鎮的義和拳則聽說是一個叫葫蘆和尚的所帶來的。 

在宋門鎮北邊武邑縣有一個叫晤修和尚的拳民首領，他以

蕭村為中心，並陸續將拳場擴展到阜城縣臨鎮村等地，並豎起

了「神助滅洋」的旗號。晤修和尚所辦的拳場，其儀式和練習

方法和山東的神拳基本是一個套路，也是樹神壇降神附體，並

在各村設立拳場進行發展。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是，這一帶積

極引進義和拳的人大都是鄉村中的上層人物，如具有功名或者

是地主及其有名望的家族。  
警覺  

直隸東南地區的反教活動引起了獻縣張家莊總堂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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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隨後向法國駐天津領事寫信並告知當地的危機。領事接到

信後便向直隸總督裕祿發出照會，於是裕祿便派梅東益率軍隊

前去河間府一帶保護教堂。梅東益是淮系舊將，他隨後便派兵

前往景州和獻縣一帶，並親自率騎兵到達獻縣張家莊教堂進行

保護。  

在梅東益軍隊到達之前，晤修和尚等人便襲擊了阜城縣臨

鎮村教堂，並掠奪了教會的一些物品返回拳場。當地的教民在

打擊之下，只能紛紛逃離。由此，事態變得更加惡化，拳民們

還宣稱要在陰曆十五去搶總堂。在拳民們的計劃中，先消滅各

自附近的教堂，最後總攻災難的「黑風口」——獻縣張莊總堂

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在攻擊張家莊總堂之前，當地的義和拳決定先拿下上次受

辱的朱家河教堂，於是在12月18日（陰曆十一月十六日），晤
修和尚率領千餘名義和拳向朱家河教堂進發。而在這時，梅東

益麾下的游擊范天貴率領兩營兵力到達了景州，在得知義和拳

的行動後，景州知府王兆麟和范天貴率兵在途中將晤修和尚等

人攔住，雙方並不是一開始就發生衝突，而是先有一段對話 : 

范天貴問 :「領著這班人眾，來幹何事？」  

晤修和尚說 :「是來拆毀教堂，殺滅隨從洋人的二毛子，保
護大清皇帝。」  

范天貴說 :「我奉皇上的命來保護這座教堂並全村的教民，
請大主持給兄弟留臉，領著眾人回去，不用騷擾這個小小的村

莊了。」  
晤修和尚說 :「不可能。」  

范天貴說 :「我善言勸你，是給你留臉，你找著不要臉，可
怨不得我。」（5）  

說完，范天貴一個手勢，其手下的士兵便撲上去將晤修和

尚抓住，義和拳眾試圖奪回首領，雙方便開始交戰。結果很顯

然，義和拳的「刀槍不入」都是假的，他們被打死了三四十人，

八十多人被俘虜，最後晤修和尚被斬首，頭顱懸掛在景州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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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外音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天，王慶一等人在故城縣策劃了一場

《火燒望海樓》的梆子戲，這個大戲以1870年「天津教案」為
故事背景，知縣竟然無力阻止。不過，知縣很快請來的軍隊，

他們前往王慶一的據點進行搜捕，將其中的組織者之一大貴和

尚抓住（於翌年被處死），而王慶一則僥倖逃離了此地，據說後

來去了北京，直到1900年的高潮時期回到這裡。  

在吳橋縣，縣令勞乃宣一向認為義和拳是邪教並強烈主張

採用剿滅手段，由此當地的義和拳也對他恨之入骨，他們甚至

張貼揭帖說要「剝縣官的皮」。事實上，拳民的確有進攻縣城的

計劃。不過，范天貴的軍隊很快抵達了吳橋縣，隨後便進行鎮

壓。據說官軍回到縣城的時候，勞乃宣來到城門口迎接並大聲

喊道 :「告訴我你們戰果如何？殺了多少義和拳，你們拿幾個人
頭來作證，我要犒勞你們！」於是騎兵隊便拿出五顆人頭給他

看。（6）  

後來，這些人頭被裝在木籠子裡傳示城鄉各村，以警示那

些殘餘的義和拳民。在正規軍的打擊下，直隸東南地區的義和

拳風潮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那些逃脫了追捕的義和拳民開始

離開被通緝的地方，去了北京或者其他地方，這一地區也重新

歸於平靜，直到1900年的夏天再起波瀾。  

思考：中國的天主教徒  
義和團的暴行是在清政府的縱容鼓勵下干的，而義和團也

向這個腐朽的專制政府獻上了忠心，他們打的旗號就是「扶清

滅洋」。但是義和團滅洋人不靈，殺自己的同胞有本事。義和團

運動中一共只殺了四百多個洋人，絕大多數是傳教士和他們的

家屬，還有幾個建鐵路的工程師，而這些功勞還不能都記在義

和團的賬上，因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殺的。  

這場中國人屠殺無辜中國平民的震驚世界的慘案，我們每

一個後來者都應當銘記在心。  

中國的教民，也就是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都是些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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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什麼信仰了洋教，為什麼會惹來了殺身之禍。  

早在明朝萬歷年間的1582年，就有西方的傳教士來中國傳
教，利瑪竇在那一年來到了中國。傳教士早期在中國的傳教活

動收穫不大，到了清朝初年，又被雍正皇帝禁止了。他對外國

傳教士說，我知道你們的宗教是勸人行善的，不是什麼壞事，

但是我的大清子民入了你們的教，就聽你們的天主的話了，那

我的話他們還聽嗎?他們如果不聽，我還怎麼治理國家。雍正的
這一番話，把道理講透了。為了維護執政地位，即使是勸人為

善的教也不准信。 [4]  

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合法了，到了19世紀後
半葉，越來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洋教士來到中國傳教。  

洋教士最開始把傳教對像瞄準知識精英，但碰了釘子。中

國五千年文化培養的知識精英都是最自信的人，哪裡瞧得上蠻

夷的邪教。於是，洋教士們調整了策略，把目標鎖定在底層老

百姓身上。其實基督教在西方最開始也是在窮人中傳播的，後

來才被上流社會接受。  

向底層老百姓傳教，僅僅靠連中國話都說不明白的傳教士

宣講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麼作用的，教會的主要辦法就是為老

百姓辦實事。  

新教教會的辦法主要是辦醫院、辦孤兒院和賑災等，但不

是很靈。那時中國人根本不信西醫，只有極少數快死了的人，

在中醫沒有轍的情況下，才送去看西醫，死馬當作活馬醫。而

辦孤兒院對中國人更沒有吸引力，中國人命不值錢，孩子說賣

就賣說扔就扔，沒有人會因為你收養了孤兒就認定你善，隨你

信教，沒準還懷疑你收養孤兒是為了吃小孩腦髓呢。惟有賑災

救助還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災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會的切入點比較切合實際，他們除了做新教做的那

些善事外，還增加了一項，就是幫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

傳教士發現，中國的官吏極其腐敗，司法極其不公，辦案手段

野蠻愚昧，沒有錢沒有勢力的老百姓冤屈太多。於是，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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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就常常幫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發現信天主教可能不受欺

負了，於是信教的人就越來越多了。所以，天主教教徒比新教

教徒要多好多倍。 [4]  

19世紀的中國是極其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底層的老百姓
敢於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視、辱罵和

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師不教教民的孩

子。為什麼面臨這麼大的實際生活中的壓力，教民還要加入教

會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數是貧窮百姓，是最弱勢的群體，加入了
教會遇到了難處有人幫有人管，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於弱勢，

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幾十年來，我們的宣傳一直把這些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

老人婦女佔了很大比重的弱勢群體定義為漢奸走狗賣國賊二鬼

子，說他們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急先鋒，這是對這些可憐的無助

的窮苦百姓的誣蔑。說他們是漢奸賣國賊，那麼，誰能指出他

們究竟做過什麼賣國勾當，究竟怎樣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寫到這裡，問題很清楚了，義和團殺害的二萬多教民，既

不是十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也不是橫行鄉里的惡霸兇徒，他

們大多數是最底層最無助的人，他們信教本來是為了保護自

己，沒想到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義和團打出反帝旗號，在歷史上自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應

承認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殺是不折不扣的暴行。  

義和團的行為  
1899年冬，義和團圍攻河北省景縣宋門鎮洋教堂。清朝的

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轄區惹出事來、影響自己的烏紗帽，急急

忙忙派人過來勸說解圍。當時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

芬」(L□on-Ignace Mangin)。義和團對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
堂和解的三個條件如下：  

第一個條件：洋教士要宴請義和團；  

第二個條件：洋教士要請義和團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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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條件：洋教士要到義和團的神壇來叩頭。  

可見，義和團的第一、第二個訴求，都是經濟訴求：要吃

飯，要看戲。吃喝玩樂。這是農村屌絲青年最常見的經濟訴求。 

義和團兩位知名首領的出身：  

首領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後，找不到工作，待

業青年。  

首領二：張德成。船夫出身。外國人的客運輪船把他的生

意搶走了，他因而失業。這很可能是張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

因。  

可見，義和團的兩位知名領袖，都是「失業青年」的背景。

我們再來看看，其中的張德成，最終是怎麼死的，這也許很能

說明問題。  

天津城被八國聯軍攻破之後，張德成逃到「王家口」這個

地方，並對當地一個姓王的鹽商進行勒索。那姓王的鹽商不甘

心被勒索，糾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動手，抓捕了張德成，並將

張德成殺死了。  

義和團的這位重量級首領，不是死於洋人之手，而是死於

中國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導致殺身之禍的，正是張德成的勒索

行為。  

下面，我再舉一個例子，看看義和團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

徒，是用來幹什麼的。  

1900年農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縣，在義和團的攻擊
之下 ,「聖若瑟會」的洋修女，帶著二十二名女孤兒，逃亡到固
安縣地界 ,被義和團發現、並抓住了。義和團在各個農村貼上廣
告，稱 :「我們抓到二十二名黃花閨女，哪家兒子缺媳婦的，過
來賞個香油錢，就可以領一個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義和團抓到修女之後，是將她們用來出售、

牟利。  

也許有人會說：義和團抓到洋人，很多情況下是直接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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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搶劫錢財。但是事實上，義和團殺洋人，清政府是有獎

勵的。。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之後，北京的街頭貼出了懸賞殺

洋人的官方告示：  

「殺一洋鬼，賞銀50兩。殺一洋婦，賞銀40兩。殺一洋童，
賞銀30兩。」  

這下，各位知道義和團為什麼殺洋人下手狠了吧。有獎金

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記錄了義和團搶劫財物的種種劣

行的，並不是外國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

在「庚子國變」中對慈禧太后「護駕」有功的懷來縣縣令吳永，

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叢談》裡，白紙黑字地對義和團的出身

和性質，下了這樣的定義：「拳匪多屬市井無賴，及被脅誘之鄉

里農民」。  

而史料《西巡迴鑾始末》，則以多處筆墨，記載了義和團搶

劫財物的事實，筆者摘錄兩則如下：  

《西巡迴鑾始末：遼陽拳匪滋事記》記載：「初五日，副都

統晉昌親率兵拳攻打瀋陽各教堂，殺害西士數人，教民數百，

搶劫洋貨店十餘家，揮刀切齒，舉國若狂」。  

這裡的文字記錄得很明白：清軍將領晉昌所率領的這批義

和團和清兵，在殺死西洋傳教士之後，接下來所做的事情，就

是搶劫「洋貨店」，而當時的「洋貨店」是誰開的？是中國人開

的。  

以下是第二則：《西巡迴鑾始末：東撫袁慰帥剿匪記》記載： 

「有拳匪頭目王玉振者，因與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糾集

其黨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陳光訓，邢殿五等各率黨

數百人，於庚子二月初九日竄入茌平，博平，  司家營一帶，擾
犯清平縣境之許莊，擄人勒贖。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

而匪已竄入高唐之袁王莊。十一日旁晚，又竄入夏津之師提莊，

肆行搶掠」。  



 

～18～  

這一則史料，也很清楚地記載了：義和團在山東省清平縣，

依靠的是搶劫和勒索起家，搶了「許莊」，又搶「師提莊」。總

之，四處劫掠。  

義和團事發在北京當年，國子監的官員羅惇□，在其所著

的《庚子國變記》裡面，也寫下了這樣的憶述：  

「董軍、武衛軍與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貝子溥倫，大學

士孫家鼐、徐桐，尚書陳學荼，閣學貽谷，副都御史曾廣鑾，

太常陳邦瑞，皆被掠，僅以身免。徐桐、貽谷，皆附和拳匪，

亦不免也。溥倫翟基告榮祿，榮祿不能制。民居市廛，數里焚

掠一空」。  

可見，身為中央官員的羅惇□，也毫不含糊地寫下了義和

團和清兵狼狽為奸，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實際上干的卻

是搶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羅惇□的筆下，有以下的清廷高

官，都遭到了義和團的抄家和洗劫：  

1、貝子溥倫；  
2、大學士孫家鼐；  

3、大學士徐桐；  

4、尚書陳學荼；  

5、閣學貽谷；  
6、副都御史曾廣鑾；  

7、太常陳邦瑞。  

這還不算，義和團還將延綿幾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

而且還放火燒屋，夷為平地。  

其中，甘軍（清軍的一支部隊）士兵夥同義和團，闖進大

學士、禮部尚書孫家鼐的家中，實施搶劫，將孫家鼐的兒子，

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剝光。兵匪們還用步槍，頂著孫

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銀首飾。孫家鼐為了活命，只好把

家中的珠寶首飾，全都交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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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刑部，還有一位官員名叫「李希聖」的，也寫了一

篇同名的資料《庚子國變記》，在這冊資料中，李希聖還記錄了

清廷高官那桐、許景澄也遭到義和團搶劫的事實：  

「是曰，遣那桐、許景澄往楊村，說敵兵，令無入。遇拳

匪劫之，景澄幾死」。  

這一類的歷史資料，實在是列舉不盡。總之，史料已經很

清楚地記錄著：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不但搶劫洋

人，而且還搶劫大清國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義和團連清

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搶不誤。  

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號下所做的事情。  

親歷了義和團運動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寫下了同樣的記

載：當年，義和團的團員，大多來自於農村，見識不廣，他們

之中許多人，沒有見過「金」和「銅」。在當時的天津城裡面，

有一家和英國太古公司有生意來往的商店，名叫「聯茂號」。義

和團以「勾結洋人」為罪名，將「聯茂號」洗劫一空。當時，「聯

茂號」的牆上鑲嵌著許多銅牌，銅光閃閃，義和團沒有見過銅，

以為那是金子，於是，他們將這些銅牌全部掀了下來、據為己

有。  

打著愛國的旗號鬧事，火中取栗，搶劫發財，這種事情被

民間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裡，他們也眼紅了，覺得當義和團有

利可圖，於是，京津一帶，像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了許多假冒

的義和團，並且引來了義和團首領之一的張德成的查處。  

根據史料《天津一月記》的記載，義和團首領之一的張德

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天津假團太多，我特來查拿。」  

例如，在當時的河北易州，有一個名叫「張玉山」的人，

假冒義和團、敲詐紫荊關的富戶張芝華。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平民百姓，化裝成義和團、「公」報私

仇、趁亂殺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軍士兵也有穿上義和團的衣服、假冒義和團、參



 

～20～  

與搶劫老百姓的財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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