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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管是 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还是 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 ,都有将地方祠庙

及其财产提拨为学堂之用的规定 ,如《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八节规定 ,地方办理小

学堂时 , “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见舒新城编 , 1981:400);又 , 所谓“庙产兴

学” ,狭义地说 ,就是指征用各寺庙财产来兴办教育 ,包括庙产补助学费 ,将庙址划拨为学

校。如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所言:“清末民国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没收寺观神庙财产(寺院

领地 、田产 、庙宇等),充当振兴地方初中等教育费用的一系列政策 、运动”(沟口雄三 、小

岛毅主编 , 2006:561)。这一理解主要根据当时人的言论和光绪皇帝的上谕。就实践层面

来说 , “庙产兴学”运动所涉及的地方公产除了寺庙财产外 ,还包括会馆与祠堂的产业 ,民

间各类会产 ,以及斗捐 、官秤 、红庄等地方公费。

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
权势的转移

＊

———以巴县为中心

梁　勇

提要:晚清以政府主导的“庙产兴学”运动 ,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乡村
社会各阶层所认知和实践。“庙产兴学”政策的实行 , 对乡村社会权力网络而
言 ,最大的冲击是得到政府授权的学董的出现 , 它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
力网络结构 ,引起诉讼不断。晚清乡村社会新式学堂兴起的过程 , 同时也是
地方权势转移的过程。

关键词:“庙产兴学” 　地方权势　学董　《巴县档案》

一 、引　言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 年 9月 14日),作为新政的举措之

一 ,清政府下诏办学 ,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 ,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 ,各

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 ,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并多设蒙养学堂”(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6:176)。苦于办学经费不足 ,清政府实施了“庙

产兴学”的政策 。①但此时 ,科举尚未停废 ,地方士人多持观望态度 ,新

式学堂办理成效不佳 。这一政策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科举停办

后 ,民间开始大规模地兴办新式学堂 ,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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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巴县为例 ,1902-1904年三年间 ,仅办成官立学堂 15所(《巴县

档案》 ,6-6-6391)。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废停科

举 ,城乡社会各类官立 、公立 、私立学堂才“蔚若云兴”(向楚主编 ,1939:

卷七“学校” ,页二十二上)。

“庙产兴学”政策无疑大大改变了城乡社会四民的生活状态(罗志

田 ,1999:161),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因办学经费问题而发生了某

种改变(郝锦花 ,2002)。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城乡社会办理学堂所

需经费来源的复杂性(比如 ,樊德雯 , 2006),但均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乡

村社会内部来分析“庙产兴学”过程中围绕着“庙产”的控制问题在学董

与庙会首事之间发生的诸多矛盾 ,进而言之 ,就是地方权势因“庙产兴

学”而逐渐发生的转移。

本文将以藏于四川省档案馆的《巴县档案》为主要分析材料 ,选取

巴县为研究的具体区域 ,对清末巴县“庙产兴学”的过程进行实态研究 ,

揭示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 ,伴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 ,乡村社会

权势集团对此一政策的把握 、利用 ,以及由此而展现出的不同态度及相

互间的复杂关系 ,并借此对清末新政以后 ,地方社会的权势演变过程作

一粗浅的考察。我们将发现 ,近代国家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 ,同时也是

乡村社会传统矛盾的延续过程 。换言之 ,围绕着新式学堂所产生的各

类矛盾兼具“现代性”与“传统性” 。

二 、民间祠庙的构成及其管理体制

“庙产兴学”政策之所以对乡村社会造成重大的冲击 ,以致与此相

关的诉讼不断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逐步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

的公产管理体制 ,亦可说 ,它改变了地方公产的既有分配方式。而这些

地方公产过去多由地方士绅管理 ,其用途也大致固定 ,现在要转用来办

理新式学堂 ,纠纷当然随之不断。

以巴县为代表的四川农村各场①镇都有一定的公共财产 ,用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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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的农村基层市场 ,一般都称为场镇。 嘉庆《梁山县志》称 , “市井者 ,场镇也 ,利之所
在 ,人必趋之。聚民间日用之需 ,如市交易 ,谓之赶场。各有定期 ,辰集午散 ,盖犹河北之

谓集 ,岭南之谓墟 ,中原之谓务也。”(见符永培纂修 , 1808)



付各类临时摊派及地方公益活动的费用 , “川省风俗 ,一乡一里同社之

人 ,常有公置田产生息 ,以为◆◆(不时)之需”(四川大学历史系 、四川

省档案馆主编 ,1996:216)。这些公置田产主要归各场镇会馆 、寺庙 、道

观 、善堂及各神明会 、同业会所有 ,也包括斗息①、红庄② 等地方性的经

常收入。巴县地方公产 ,特别是庙产 、会产 ,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 ,都形

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 ,日常经管大都由庙首或会首主持 。

庙产 会产在设立之初 ,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章程 ,来规范它们的

日常运作 。本文下面将从章程的内容出发 ,结合相关的案例 ,来对庙首

 会首在庙产管理中的权限作一简单的分析 。

巴县节里四甲迎龙场南华胜会 ,由张姓广东籍移民于嘉庆年间捐

资创设 ,并拟定章程数条(《巴县档案》 ,6-6-6406)。兹引如下(序号

为引者所加)。

计开章程七条:

一议首事务签会内殷实二人管理 ,三年一轮 ,以上保下 ,无得

滥签;

二议每年祀典之期 ,首事凭众报销零星总帐 ,务须批明存◆

并张榜示 ,免会内疑议;

三议会内所有置街放佃租及押银均有定制 ,永远不得增减;

四议会内街房招换佃户以及办会一切 ,均由首事主持 ,倘会

内阻滞 ,指名禀究;

五议祀典之期 ,执牌赴席 ,务要捐主滴(嫡)派子孙 ,只许一人

入坐 ,无牌者不得冒名顶替;

六议凡祀典之期 ,务具衣冠 ,以昭诚敬;

七议佃租各钱 ,除祀典培修及整配街房支付外 ,余则掌放生

息 ,或兴义学以教贫乏 ,或设宣讲以化愚顽 ,会内人不得异议 ,别生

枝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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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红庄指的是粮户买田时抽取田价的一定比例 ,如 3%,作为村庄的公共资金。在巴县乡

村 ,买者的身份不同 ,抽取的比例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 ,本村的要低于外村的。

清代四川农村场镇中 ,计量工具如秤 、斗(主要用于称量粮食)一般都由场镇中的寺庙 、会
馆等具有“公”的性质的机构掌握 ,商品买卖双方在交易时都会向他们交纳一定的费用 ,

称之为斗息。斗息主要用于场镇的公共事务开支 ,如迎神赛会。因此,可以说 ,斗息具有

了公产的性质。



上述七条 ,大体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会员 、会首的身份及

其权利。会员资格从章程来看 ,是世袭继承的 ,不能假冒滥充。施坚雅

在研究川西金堂县高店子的庙会时发现 ,该镇的庙会由一个董事会组

织 ,董事会成员由店铺老板中的头面人物和地主上层人物中最有权力

的成员担任(施坚雅 ,1998:48)。但是 ,实际上 ,这些董事会成员的承充

具有一定的机制 ,并不完全由头面人物或上层人物充任 。某些人之所

以能够承充 ,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继承了其祖辈遗留下来的会员身份 。

如嘉庆年间 ,巴县正里四甲兴隆场吴宝清的祖辈捐资银三百二十两 ,发

起成立文昌宫皇经会 ,后来该场齐 、蓝 、陈 、李四姓也分别捐资入会 ,从

此以后 ,该会首事由此五姓之后裔承充 ,会内事务也由五姓成员来管理

(《巴县档案》 ,6-6-85-24)。

规定此条的原因在于这些会产都由会员的先辈捐置 ,理应由其直

系后代来分享每年的租息收入 。但由于日久人杂 ,这些会产很多逐渐

地变为了地方公产 ,一些非嫡系亲属也想通过蒙混入会 ,取得会员资格

而达到占有会产的目的 ,而这是后来引发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具有家族性质的祠堂的田产管理上。巴县跳

石场禹王庙 ,由该场曾 、赵两姓于康熙年间创修 ,庙成之后 ,招僧焚献 ,

而庙宇的日常管理一直都由两姓后裔负责 。虽然在同治十二年

(1873),曾 、赵两姓因“管理挟嫌构讼” ,县令裁断 ,选场内其他公正的绅

士担任该祠庙的庙首 ,但庙首的选择权还是掌握在曾 、赵二姓之手(《巴

县档案》 ,6-5-332-2)。

在会首的承充方面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 ,会首必须具有会员身

份 ,非本会之人不能冒认会首 。其次 ,会首是从会员中择“殷实”之户充

任 ,实行“以上保下”的原则 ,即由上轮会首保举下轮会首。实行此一原

则的目的在于防止有人滥充会首 ,影响会的发展 ,但同时也容易在会内

出现一批利益集团 ,互为援手 ,把持会务 ,将其他会员排斥在外 。这也

是兴讼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关会首的职责方面 。上列章程有关会首的职责有三条 ,即二 、

四 、七条。可以看到 ,会内大小事物 ,如筹办庆典 、放佃招租均由会首来

负责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同治七年(1868),智里四甲冷水场禹庙

首事监生陈西山等人向县令禀告说 ,场内有部分民众把庙宇当作堆放

木料杂件的地方 , “自走廊递积而上 ,填塞几满” ,同时一些乞丐 、游民也

把该庙当作临时住所 ,每天都在此聚集 。因此 ,陈西山等人草拟庙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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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加强对庙宇的管理(《巴县档案》 ,6-5-359)。

更为重要的是 ,充当庙首 会首还能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上引章

程第七条指出 ,会产的佃租收入 ,除了一些必要的开支外 ,有相当部分

拿来兴办义学等公益事业 ,这些会产的日常经理则由会首来负责 。这

也可以通过实例来分析。

巴县节里九甲石龙场有一古刹禹王庙 ,因年久失修 ,庙宇神像在嘉

庆初年时已朽坏不堪 ,经县令批准后“募化捐资”。嘉庆四年(1799),天

旱 ,农作物普遍歉收 ,值年庙首将募捐来的银两都拿去放贷生息 ,庙宇

翻修一事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才动工 。这笔数目不小的会银 ,据

嘉庆二十二年时的庙首李如山 、许荣山称 ,自嘉庆四年以来 ,一直都由

他们庙首掌握着 ,经过不断地放贷生息 ,会银比最初多出了很多(《巴县

档案》 ,6-2-189)。从该故事的上下文来看 ,可能是会银有翻修庙宇

这样的用途 ,该庙的会银还没有被庙首挪用。但更多的庙宇 、神明会 、

同业会 ,庙款 会款的开销主要用于祭祀 、兴学等社区公共或公益性活

动 ,对庙款 会款的具体流向的管理并不是十分严格 。这就给庙首 会

首中饱私囊提供了机会。

巴县兴隆场文昌会于嘉庆年间成立后 ,先后买得田产多处 ,至道光

十七年 ,每年约有租谷四十余石的收入 。由于吴姓捐款最多 ,文昌会会

首一直由吴姓充当 ,逐渐地 ,便发生了会首侵吞会款的事情 。光绪七

年 ,该场举人蓝铭钟提出告状称 ,会首吴云山多年来一直“浮冒会钱” ,

要求他辞职。后经重庆知府庆善裁决 ,吴云山贪污会款属实 ,此后不得

再充任会首一职(《巴县档案》 ,6-6-6085)。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 ,巴县地方社会中的各类庙产 会产的管理

具有排他性 ,非会内成员不能参加日常的祭祀等礼仪活动 ,更不能参与

庙产 会产的管理。同时 ,庙首 会首通过参与庙产 会产的管理 ,不仅有

助于增加他们在社区中的“话语权” ,同时也可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物

质利益。而这就为后来学董与庙首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

三 、学董之身份 、职责

1901-1904年 ,由于学堂办理的数量不多 ,巴县的新式学堂办理工

作主要由各城镇的里正 、监正来兼任 ,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龙凤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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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场新式学堂的办理就由里正龚秉枢 、冯渐逵分别兼任 。可能是数

量少的缘故 ,两位里正都具有举人身份(《巴县档案》 , 6-6-5951)。

1905年 ,当政府宣布停废科举 ,巴县兴办新式学堂也进入高潮 ,当年就

创办了129所。由此 ,学董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

学董 ,即学堂董事之简称 ,实为科举停废后 ,乡村社会办理学堂 、提

拨庙产的执行人员 , ① “由各区公举公正廉明熟悉学务士绅 ,呈明地方

官长核准后给札委充”(湖南武陵县《劝学所规定各区简章》 , 《申报》

1905年 5月 26日)。

学董的承充有一定的程序可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巴县县令霍

勤炜在颁给虎溪场学董张向晨的委任状(《巴县档案》 , 6-6-5964-

34)中称:

　　县正堂兼学堂总理霍全衔为札委事 ,照得兴学育才为当今要

政 ,虎溪场学堂总理前委冯秉钧承充。兹秉钧考入省城法政学堂 ,

所遗学董 ,查得张向晨 ,堪胜此任 。合行札委。为此 ,札仰张向晨

遵照 ,即便接充该场学董 ,所有兴学一切事宜 ,务即遵章办理 ,不得

稍有更易 。该学董须知学务关系重大 , 万不可稍涉推诿 , 致

◆◆◆(干重究)。特札。

　　　右札虎溪场学董　张向晨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礼房呈　十三日发

这份委任状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 、学董的任免。从此份

文书来看 ,冯秉钧 、张向晨充任虎溪场学董 ,均由巴县县令委任 ,而不是

由地方公举选出 。二 、学董之责。该份委任状表明 ,学董是以国家的兴

学章程为准则 ,办理各场之学务。下文对此有详述 。

这些负责办理乡村学堂事务的学董大多具有科举功名 。下面对光

绪三十一年(1905)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里八甲虎溪场几位学董的

身份 、职业及承充理由进行粗浅的勾勒 ,以期对学董的身份及其在场中

办学的过程有更加清晰的了解(表 1)。该场共有两名学董承办本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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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董”在《巴县档案》中正式出现的时间是在 1905年 ,有意思的是 ,一些具体的办理学堂
的人员 ,1901—1905年间称为里正或监正 ,而在 1905年后称为学董 ,如本文中多次提及的

麻柳场学董田翰卿。



务之事。

　表 1　 光绪末年巴县虎溪场学董身份表

届次 姓名 身份 任职时间 接任者 离职原由

1

2

3

4

5

冯秉钧 增生 1905年-1906年 3月 22日 吴传芬 去走马场文姓家教书

傅秉乾 廪生 同上 田见龙
去璧山县狮子场公立学校

做教习

吴传芬 廪生 冯秉钧
吴因在外贸易未归 , 未就

任

田见龙 1906年 3月 22日- 田见龙

冯秉钧 增生
1906年 4月 15日-1907年

2月 3日
张向晨 考入四川省法政学堂

田见龙

张向晨
1907年 2月 3日-1907年 5

月 14日
罗沛甘 “在外就馆 ,不暇经理”

田见龙 陈旭东

罗沛甘 1907年 5月 14日

陈旭东 监生 1907年 5月 14日

　　资料来源:《巴县档案》6-6-5964、6-6-6123。

　　从表 1 我们可以对新式学堂办理过程中学董的身份有一定的了

解 ,这些学董应该都具有生员的身份(因资料缺失 ,田见龙 、张向晨 、罗

沛甘等人的身份暂时无法判断是否为生员)。这样的情况 ,在其他场镇

也是一样 ,如白市驿学董彭庶续是贡生(《巴县档案》 ,6-6-6120-6),

后面将要谈到的麻柳场学董田翰卿为监生。

至于学董的职责 ,时人将其概括为三要事 ,即察学龄 、择校地 、筹学

费。《奏拟劝学所章程》之“推广学务条”对其职责进行了规定 ,该条共

分五部分 ,有关学堂董事的如下:

　　二 、兴学。计算学龄儿童之数 ,须立若干初等小学 。计各村人

家远近 ,学堂须立于适中之地 。查明某地不在祀典之庙宇 、乡社 ,

可租赁为学堂之用。定明某地学童须入某学堂。筹划某地学堂屋

宇多寡 ,可容若干人 ,为定分班之数。颁行课程。延聘教员 ,选用

司事 。稽查功课及款项 。设立半日学堂 。每学期制学堂一览表 。

以上为本村学堂董事之责 ,惟须与劝学员会议。(陈学恂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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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596)

上述规条简明地勾勒了学董的主要职责。从中可以看到 ,学董有

权将“祀典之庙宇 、乡社”租赁改建为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

武陵县《劝学所规定各区简章》(《申报》1905年 5月 26日)对学董的权

限介绍得更为清楚 ,我们以此为线索 ,对县级政权以下 ,乡村教育的制

度建设做一简单分析 。该章程共 22条 ,与学董相关的有如下数条(序

号为笔者所加):

　　一 、学董应先将该区四至详细履勘 、绘图 、贴说 ,送本所存查 。

二 、学董须调查学区内之户口 ,缮造清册 ,送本所备案 ,每五十

户酌设学堂一所 。

三 、学董须调查学区内之学龄儿童(自七岁至十一岁之子弟),

除有废疾外 ,均劝其父兄使之一律入学。

四 、各区如有迎神赛会 、演戏各闲款 ,可由学董集众妥商酌 ,提

为兴学经费 。

五 、各区如有不在祀典之庙宇 ,其规模 、光线堪合学堂之用者 ,

由学堂查明分别租借 。

六 、各区如有劣生土棍阻扰学务 ,或愚民造谣生事 、或顽固塾

师禁止学生入学堂 、或娼寮烟馆等所之附近 ,学堂有防管理等情

形 ,均由学董随时查明 ,通知本所 ,申请地方官长分别办理。

七 、学董每月至本所一次 ,报告学区内之办法情形 ,如有不合

之处 ,由本所商定改良。

八 、每学期学年各学区之学董 ,须将所办学堂经费及学生成

绩 ,缮具表册 ,报存本所。由本所移呈地方官长察核。

九 、学董专任兴学之事 ,所有银钱收支须择学区内之殷实可靠

者经理。

十 、学董夫马须就学区内办成之学堂经费项下酌派 。

十一 、每年两学期以该区兴办学堂及劝募学生之多寡 ,定学董

成绩之优劣 。如实有劳勤者 ,由本所呈报地方官详请提学宪给予

奖励 ,其固陋怠惰或办理不善者 ,本所得随时呈撤另举 。

此份简章对学董的职责进行了规范 ,我们可以把这些职责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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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三类 。首先 ,管理学堂 、学生的各种事务 ,如调查本学区人口规模 、

生源情况 、学生在学堂的学习情况 ,等等 。其次 ,学堂的经费筹集 、兴

建。从上引材料来看 ,这是学董可能与乡村社会其他权势集团发生矛

盾的原因所在。该份简章表明 ,1.学董在“集众妥商”的情况之下 ,可以

把迎神赛会 、演戏等款项提为学堂的经费;2.将适合办学条件的不在官

方祀典范围之内的庙宇改建为学堂;3.对妨碍学堂办理的地方士绅 、塾

师向上级提出告诉。可以说 ,正是因为学董拥有将大量的地方公产转

化为学堂经费的权力 ,有权决定提拨谁家的庙产及提拨庙产的比例 ,才

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打破乡村社会原来的权力及利益网络的平衡 ,

并成为此一时期地方权力网络的中心。再次 ,学董在办学过程中所享

有的权利 。此份简章只简单地提到了学董可以在学堂经费里面提取部

分款项作为个人的夫马费 ,这表明充当学董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利可

图的 。因为对学董来说 ,这些地方公款能够在办学的名义下 ,从其原来

的管理者手中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手中来支配 、花销 。也正因如此 ,在制

定《奏拟劝学所章程》时 ,制度设计者就警告各学董 ,不能干涉他事 , “各

属劝学所总董与劝学员及各村学堂董事 ,均为推广学务而设 ,不准于学

务以外 ,干涉他事。如有包揽词讼 ,倚势凌人者 ,经地方官查实 ,轻则立

时斥退 ,重则禀明提学司究办”(陈学恂主编 , 1986:597)。但在具体的

实践中 ,这一规定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遵守 。劝学所总董与劝学员及

各村学堂董事以权谋私 、贪污受贿的情况屡见不鲜 。如 1905年 ,大足

县文生 、学董王瑞垣侵吞学款 ,匿帐潜逃 ,四川总督锡良通饬全省缉拿

(《四川学报》乙巳年[ 1905]六册“公牍” ,页二十一上-下)。垫江县学

董“把持学务 ,侵吞肥己” ,以致该县县令提出裁撤全县学董的建议(《四

川学报》乙巳年[ 1905]十五册“公牍” ,页六十下)。

四 、学堂经费来源

咸丰以降 ,清政府财政压力与日俱增 ,根本无力由国家投资在地方

进行公共建设。张百熙 、荣庆等人在《学务纲要》中就小学堂经费一事

称 , “此时各省经费支绌 ,在官势不能多设……既当督饬地方官 ,剀切劝

谕绅富 ,集资广设”(陈学恂主编 ,1986:534),希望地方绅士能够担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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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小学堂的责任。①

据地方志材料显示 ,巴县城乡各新式学堂 ,经费主要来自庙产 、会

产 , “镇乡小学 ,系地方私立 ,呈准备案 ,经费多提拨庙产 、神会或抽收斗

息或抽取红庄 ,其大较也”(向楚主编 ,1939:卷七《学校》 ,页二十七下)。

这也得到巴县档案中《巴县城乡学堂分类简表》(《巴县档案》 ,6-6-

6391)②的证实 。由于方志编纂者的“无意”忽略 ,略去了各新式学堂建

立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因此 ,难以估计庙产等地方公产在新式学堂建立

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通过巴县档案的相关资料对此

一细节进行梳理 。

按照《奏定学堂章程》 ,州县办学 ,分区办理 ,巴县共分为城区 、东

区 、南区 、西南区 、东南区 、西区 、西北区七个学区。各区办理学堂经费

“就地筹款 ,官不经手”。1904年 8 月 ,巴县城乡各庙与办学绅士达成

协议 ,签署《庙捐章程》 ,在巴县县城文昌宫设立僧会总局 ,负责向各庙

提取办学经费。僧会总局将巴县境内的寺庙分为十单(即十个片区),

每单设僧总一人负责征收 。僧会成立不久 ,就通饬各庙 ,“将庙产造册 ,

明晰注定收租多寡 ,应捐租谷若干” (《巴县档案》 ,6-6-1677)。庙产

的提取比例为每年收入的 1 5。但这个比例只是一个临时的方案 ,当时

双方对此提取方案都不甚满意 。僧方不愿意缴纳此款 ,而办学绅士一

方又觉得提取的款项太少 ,比例过低。1908年 ,四川总督将全省提拨

庙产的比例进行了统一 ,各场庙产 、会产岁入的 2 5作为学堂学费(《四

川教育官报》光绪三十四年[ 1908]九期“公牍” ,页五下-六上)。

《巴县城乡学堂分类简表》可能为巴县劝学所调查统计的城乡学堂

简明表 ,该表详细罗列了巴县各学区学校数量 、校制 、经费 、管理 、教员 、

学生 、学科及开校年月 ,可以说是晚清巴县办学成果的总汇 。该表的经

费一栏 ,详细提供了各学堂的经费来源及具体数额 。表 2是对《巴县城

乡学堂分类简表》经费栏进行的简单归类。我将借助表 2试着分析巴

县学堂中由庙产等地方公产创办的学堂所占的比例 ,以及经费来源与

学堂性质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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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表编纂的时间不明 ,似乎为光绪三十四年左右。

樊德雯(Elizabeth VanderVen)在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奉天省海城县公立学堂的经费来源

时认为 ,现代公立学堂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资助 、提拨村社的公共财产 、个人捐赠及学
费。但就晚清时期巴县的情形来说 ,并不完全符合樊氏的描述。



　表 2　 光绪三十四年(1908)巴县城乡学堂分类简表

学校性质 学校层级 数量(单位:所) 经费来源

官立

公立

民立(含私立)

中学堂 1

高等小学堂 7

初等小学堂 2

两等小学堂 24

初等小学堂 184

半日学堂 12

高等小学堂 4

两等小学堂 1

每年劝学所拨银 3200两

劝学所拨银 ,城区 1所每年 3200两 ,

农村 6所每年 400两

每年劝学所拨银 400两

提取各类庙产会银、捐税 、善士捐献

及学生学费。数量各学校不一。

征收学费

不清 1　　　　　　

　　从表 2可以看到 ,在巴县所有的新式学堂中 ,官立学堂占总数的

4%,民立约为 2%,而公立学堂占到了总数的 94%。可以说公立学堂

是晚清新学堂的主体 。

从经费来源看 ,官立学堂由劝学所拨款 ,经费不仅稳定 ,且数额也

远远超过公立学堂。民立学堂主要靠征收学费来维持日常管理 ,经费

来源不是很稳定 。与 “庙产兴学”相关的主要是公立学堂 ,其资金来源

就很复杂了 。据《巴县城乡学堂分类简表》的简单汇总 ,有庙产会银成

分的 123所 ,约占总数的 56%;有捐献成分的 35所 ,约占总数的 16%;

抽厘的66所 ,约占总数的 30%;行会捐助 9 所 ,为总数的 4%;居民集

资的 16所 ,为总数的7%;将地方公款或义塾田产转换使用的44所 ,约

占总数的 20%。① 可以认为 ,庙产 、会产为地方办学堂的主要经费来

源。同时 ,公立学堂也大多设立于各类宫观庙宇。有学者统计 ,四川各

县农村初小多属乡学 、义学改成 ,大多设于宫观庙宇 ,如崇庆县新式学

堂71所 ,设于庵堂宫观者 52所 ,占 73%;剑阁县新式学堂 67 所 ,设于

庙庵宫观者51所 ,占 76%(熊明安等 ,199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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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 ,有些公立初等学堂来源很复杂 ,如龙隐场地藏寺公立小学堂 ,资产

来源船帮捐款入银八十两正 ,木帮五十两 ,刘德厚捐款一千两正 ,捐款息银七十两正 ,米

市地基租银五十两 ,义学息银四十五两 ,官平租银二十两 ,官秤公款入银二十五两 , 宝轮
寺地租入银一百两 ,地藏寺土租入银五十两 ,义学地租入银二十两正,学生纳费入银三十

五两(见《巴县档案》6-6-6391)。



从《巴县城乡学堂分类简表》中还可以看到 ,公立学堂经费来源不

仅复杂 ,而且所提拨的农村场镇各庙 、会大都资产单薄 ,每年所出经费

绝对数额较少。表 3是与巴县相邻的永川县一乡村场镇办学堂过程中

经费提拨的具体情况 。

1904年 ,重庆府永川县石庙场义和团抽取庙金办理学堂。绅粮李

敦祥等人请求 ,将该团各庙 、会公产抽作学堂办理经费 ,设禹王庙 、玉皇

观 、普济寺 、石岗寺四所学堂 ,每所年拨钱六十串。具体数额见表 3(四

川省档案馆藏永川满清政府档案第 53件):

　表 3　

会名 提钱(谷)数量 年 会名 提钱(谷)数量 年

大成会 提谷五石 永灯会 提二间街房租钱十串

大成会 提钱六千文 五团会 提钱十串

乐善堂 提谷五石 文昌会 提钱二千文

药王会 提钱六千文 瘟神会 提钱四千文

财神会 提钱一千文 杜康会 提钱三千文

中九会 提钱三千文 土地祠 提谷三石

真武庙川主会 提钱一千文 桓侯宫新 、老会 提钱五千文

蔡伦会 提钱一千文 普光团川主会 提谷三石

回龙庙川主会 提钱三千文 文昌会 提谷一石

普光寺 提谷三石

　　表 3反映了晚清在提拨“庙产”过程中的两个普遍性情况 。首先 ,

学堂经费来源的多源化。该场办学所提各款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 、庙产 ,如土地祠 、普光寺;二 、行会 、神明会资产 ,如瘟神会 、药王会 、

蔡伦会 、杜康会;三 、会馆资产 ,如真武庙川主会 、回龙庙川主会等等 。

经费来源的多样化说明 ,此时的清政府还有能力进行乡村动员 ,亦证明

学董能够完成办学经费的征集 。

其次 ,从各会各庙的出资情况来看 ,石庙场各庙 、会资产都比较微

薄 ,即如该地神会首事所言 , “僧人即有积粟而积粟亦微 ,举一因不能立

众” 。可以说 ,庙 、会资产由于多年的运营不善 ,到晚清时 ,大都开始衰

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庙首 会首在乡村的权力。同时也应

看到 ,正是因为庙 会资产微薄 ,即使被提拨少量资产来兴办新式学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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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严重地影响到它们原来的经营 、运转 ,因此 ,这种做法也就理所当

然地遭到庙 会首的反对 。

五 、“庙产兴学”中的庙首与学董

杜赞奇考察了宗教组织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后认为 , “在

乡村宗教退出权力结构的时刻 ,才更显出乡村宗教在过去的权力结构

中的历史意义” 。亦即说 ,乡村宗教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具有独特的

历史地位 。乡村宗教这种独特地位的丧失则是在一系列冲突 、矛盾中

完成的(杜赞奇 ,2003:103)。

“庙产兴学”之后 ,在政府的支持下 ,庙产的管理权从庙首转移至学

董手中。这些学董虽然都由县令委派 ,但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对各庙各

会之田产了然于胸。更有意思的是 ,很多学董在此之前 ,或曾经染指庙

产 会产的管理 ,或本身不是某一庙产 会产的管理成员 ,现在通过承充

学董 ,成为庙田的经管者 ,这无疑会引起庙首 会首 ,甚至会产成员的强

烈反对。庙首 会首与学董间的矛盾于是便不可避免了 ,矛盾焦点当然

集中在庙产的提拨及管理上。

下面以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一年(1905)巴县麻柳场的个案

(《巴县档案》 ,6-6-6116)为例来进行讨论。

光绪三十年(1904),田翰卿充任麻柳场学董 ,其所管学区在 1905

年时共有私立学堂 21所 ,学生 287人 。光绪三十年六月 ,田翰卿向县

令报告 ,准备在场设立公立蒙学。其中一所设在万天宫 ,提取自生桥 、

朝音寺等处公款筹办 。据田翰卿称 ,这两处公产 ,由众人捐置 ,自生桥

每年有田租三十石 ,朝音寺年租八石 。前几年都由武生田荣升之父田

魁元经管 ,但“霸管多年 ,侵吞巨款” 。这些余谷 、余款平日都作为“演戏

治席”之用 。按照《奏定学堂章程》 ,田翰卿认为 , “与其酬神演戏为吾乡

父老过服虚华 ,不如劝学训蒙为吾乡童稚开心实效” 。因此 ,田翰卿与

值年庙首田义兴 、雷焕章等人达成协议 ,填注印簿 ,每年“自生桥提租谷

廿石 ,朝音寺提四石充学堂公费 ,共余十四石以作两庙焚献祭祀” ,并与

其他义学收入一起 , “就庙设立初等小学堂一所”。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 ,当要提取庙产支付教习薪费及学堂其他杂费

的时候 ,庙产的掌管人武生田荣升拒绝支付所应缴纳的田谷 ,并向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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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由于前任庙产管理人经营不善 ,造成庙产大量流失 ,现在每年仅

能“收租十八石 ,年除文武祭典六石 ,观音会三石 ,桑粮一石 ,焚献及僧

人六石” ,也就是每年仅能提供学款二石 ,远远达不到田翰卿所要求的

二十石。

双方因此为庙产的具体数额及应该提取多少庙产而诉讼不断 ,并

都动用各自的资源和证据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如庙首 、武生田荣升强

调 ,当初议定年提款多少入学堂时 ,他完全不知情 ,同时还指责学董田

翰卿办事不平 ,因为场上有里正薛术尧等掌握的体仁会 、元丰义学各有

资本千余金 ,每年只提钱十二串。而学董田翰卿则请当初负责征款的

视学何缉甫作证 ,认为田荣升在说谎 ,故意掩盖了田产的真实数目。

巴县县令的判决支持了学董田翰卿一方 , “断令每年提租十石 ,留

作焚献 ,其余归入学堂” ,并令佃客将佃约转给学董田翰卿 。庙首田荣

升至此失去了对庙产的支配权力。

在这个诉讼纠纷中 ,学董田翰卿与庙首田荣升都是本地人 ,对自生

桥 、朝音寺等处的公产都很了解 ,双方表面上是为提取庙产的具体比例

在作争论 ,其实质还是在为庙产的最终控制权而斗争 。虽然学董田翰

卿在该场办理新式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行为 ,但在视学

何缉甫及县令的支持下 ,他还是打赢了这场诉讼官司 ,赢得了对庙产的

控制权。其实质 ,是国家力量渗透入乡村的结果。

有些学董与首事之间的矛盾是既有的矛盾在新时期的继续 。1906

年 ,四川总督在一份《通饬各属切实整顿应办应禁各事札》中称 , “查历

来学务控案 ,多因有所觊觎仇怨而来 ,其名为公 ,其实自为加人罪 ,不患

无辞”(《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二年[ 1906] 第四册“公牍” ,页四下),换言

之 ,在办学的名义下产生的诉讼案件很多其实是原有相关案件的继续 。

我们以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里四甲兴隆场庙产兴学的案子来看旧的

矛盾在乡村社会“庙产兴学”过程中是如何得以延续的(《巴县档案》 ,

6-6-6085)。

前已谈到 ,巴县兴隆场在道光年间就办有义学 ,此次办理新式学

堂 ,实际上是就原来的义学改设为学堂 。该场义学之款由两部分构成 。

一为济仓义学。西城里济仓办有义学两所 ,义学教习都由仓正聘任 ,每

年束 钱四十三千文 。另一个为兴隆场义学经费 ,也就是前文谈到的

文昌会提拨的资产。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发展脉络 ,这里先把其中的人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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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绍 。谢少瞻 ,总监正 、文生;傅尊三 、齐云帆 ,分别为负责办学的监

正;蓝铭钟 、李元臣 ,曾先后任场上义学首事;陈小山 ,济仓义学首事。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 ,兴隆场监正谢少瞻 、傅尊三等人在给县令的

呈词中称 ,按照新定章程 ,地方公款都得作为公立学堂的经费 ,他们准

备提取本场公款办理学堂 。呈词得到县令的批准 。但此时掌握济仓义

学的仓正陈小山及掌握兴隆场义学公款的李元臣(袍哥大爷 、文生)反

对谢少瞻 、傅尊三等人的办学请求 ,双方为此多次对簿公堂 。

此案表面似乎为办学监正谢少瞻 、傅尊三与地方公款原有的经管

人陈小山 、李元臣等人之间为公款办学产生的诉讼 ,其实还有更深层次

的原因。

故事的导火索是谢少瞻与陈小山之间为领取济仓义学束 而发生

的矛盾。道光年间 ,四川戴三锡总督曾颁布命令 ,全省各地有条件的场

镇建立义学 ,巴县在兴隆场设立济仓义学一所 。自同治年间始 ,每年的

义学束 都由本地举人轮流领取 ,没有教授学生。按照兴隆场约定俗

成的规定 ,每名举人按序轮流各领二年 ,光绪三十年 ,按序应由谢少瞻

领取 。但陈小山不知为何 ,却不愿意将干 发给谢少瞻 。谢一怒之下 ,

决定不再领取干 ,并希望将此款捐出为学堂经费 。

双方的矛盾也为旁观方所证实 。如是年四月初二日 ,兴隆场武生

杨瑞廷 、场约邹一江等人就说 ,这场诉讼的着火点在于李元臣与谢少瞻

矛盾甚深 ,谢为此曾多次闹事 ,“地方咸知” 。因为义学首事李元臣暂时

没有通过教习的资格考试 ,谢少瞻等人反对李来充当学堂的教师 。

同日 ,西城里济仓仓正陈小山认为谢少瞻兴讼的原因是要“估领干

” ,办理学堂只是个借口。同样兴隆场其他义学首事如陈义生 、监正

吴双发等人也认为 ,这次诉讼的起因在于本场总监正谢少瞻等觊觎教

习位置 , “乘伊练费勾讼” ,联合里正傅尊三等人企图把持义学 , “夺公肥

私 ,霸为己有”。但县令傅松龄并不认同陈义生等人的说法 ,认为陈等

人说话要有证据 ,不能“砌词耸听” 。

五月廿四日 ,谢少瞻 、傅尊三等人提出了反驳 ,认为陈小山 、李元臣

等人在贪污公款 ,指出此前的济仓义学的束 都被陈小山一伙人给分

了 ,并给出了他们的分配方案 ,蓝铭钟六串 ,陈小山四串 ,吕藩周分剩下

的三十余串 ,请求查帐。但被陈小山以帐目复杂为由拒绝。

谢少瞻 、傅尊三等人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第三方 ,即会产捐献者后裔

的支持 。闰五月初十日 ,文昌宫 、皇经会两庙捐主吴三合(吴氏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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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谢少瞻 、傅尊三并不是会内的成员 ,也就没有理由干涉文昌会内之

事 ,他们与李元臣 、陈小山等人发生诉讼的目的是想承管会业 , “名借兴

学校 ,力图承管” 。谢少瞻等人完全是在”无理取闹 ,横将本场年高望重

之陈小山 、杨健安 ,素不干外之教职蓝铭钟及无辜多人概行禀唤 ,以快

报复 ,害将胡底” 。反对将会产交给谢少瞻 、傅尊三等人经管 。

六月六日 ,该案判决:每年四十三串的济仓义学款项自光绪二十九

年下半年开始就不再由该场举人“干领” ,而是暂时存放起来 ,作为学堂

的费用。兴隆场义学费用除了必要的开支外 ,每年的剩余款项都由值

年首事会同该场里正等人一起 ,作为学堂的开销。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 ,谢少瞻觊觎会产的管理权由来已久 ,此前已多

次欲掌控义学办理经费 ,但都没有成功 ,现在办理学堂给他提供了充足

的理由来染指会产。

吴氏族人虽然基于会内事应该在会内解决的原则继续支持蓝铭钟

等人 ,但在国家力量的干预之下已显得无足轻重。

由这个案子可以看出 ,国家力量不仅渗透进乡村社会 ,同时也为乡

村社会某些权势集团所利用。谢少瞻 、傅尊三与蓝铭钟 、李元臣之间围

绕着会产控制权的矛盾在晚清“庙产兴学”之前就一直存在着 ,也曾屡

次上诉至县衙。由于缺少有利的时机及借口 ,谢少瞻等人染指会产利

润分配的要求并没有达到 。如今 ,通过充当该场办学的监正 ,利用可以

提拨会产的权力 ,达到了控制会产的要求。

当然 ,由于学董多为本地人担任 ,其职责却是要提拨本地的公产作

为新式学堂的办理费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充任学董的绅士带来了一

些问题 。宣统二年(1910),四川叙永厅关东外公立初等小学堂学董杨

尚贤的辞职报告中就表明了承充学董的种种艰辛 。杨称自宣统元年十

一月担任学董以来:

　　深惧弗胜 ,只以大局所关 ,不能不苦心筹划。于是排众议 、犯

众难 ,竭数月之心思 ,材力始获 。提清醮会常年款项 ,作为该堂经

费。基础既立 ,运用斯妙 ,学堂因得以维持于不敝。虽怨渎繁兴 ,

在所不惜 ,为地方谋公故也 。本应赓续办城会 ,学董未列草榜 ,请

补于管理 ,而管理不添;请示于监督 ,则以言之过激 ,致受惩责 ,负

疚滋大 ,抱愧弥深。状白是否合宜 ,旁观自有公论 。现在选举之权

已夺 ,资格属在平民 。人之视己 ,已为难信用。所有学董一职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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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筹款目 ,责任綦(甚)重。以曾受笞扑之人 ,而仍令担任学务之

事 ,有玷学界 ,必贻谤讥 。即使恋栈弗辞 ,以后之条告 、语言 ,谁肯

信服 ?与其再谋公益 ,致召隐忧 ,曷若及时退休 ,免生枝节。为此 ,

报告贵所 ,请烦查照 ,转详总理 ,另委士绅接充 ,以专责成而均劳

逸 ,实为公便。(四川省叙永厅劝学所档案 ,全宗号 1 ,目录号 14 ,

转引自徐跃 ,2007:98-99)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 ,由于学董杨尚贤与城会首事之间的矛盾 ,

不仅让他受到惩责 ,更是他辞职的最大原因。

同样的 ,永川县曲水里学董谢星辉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抽派

各款积成学费 ,使绅粮怨谤交集 ,岁余道路以目为由”提出辞呈 ,得到了

县令的批准。未料继任学董上任不久 ,也以“借托洋务”为由辞职 。学

堂处于无人经理的地步 ,该地保正设法 ,再次联名推举谢复任学董。半

年后 ,谢再次向县令提出了辞职 ,他在辞呈中说 ,他上任以来 ,仍“不能

使学堂事事就绪 ,如抽提学费 ,原欲有裨公益 ,而又不能偏恰私情 ,事属

两难 ,掣肘良多” (四川省档案馆藏永川满清政府档案第 64件)。可见

学董在处理公务时的矛盾心态 。

六 、结　论

随着新式学堂在以巴县为代表的全国各州县次第设立 ,一个全新

的教育行政体系也在全国建成 。就乡村社会来说 ,新学体系建立的意

义在于地方出现了新的由官方委任的 ,不同于此前团保的地方行政人

员———学董。学董在社会舆论及官方的支持之下 ,借助新型的“象征资

本” ———新式教育 ,进入了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 ,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

衡 , “学堂深入乡镇 ,引起各种新旧势力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桑兵 ,

1995:150),以致学董与庙首 会首之间的诉讼连绵不断。

在学董与庙首 会首的诉讼纠纷中 ,政府往往采取了偏袒学董一方

的立场。这可以从相关案例中县令的批词中发现 。以前面所讨论的麻

柳场案为例。光绪三十年十月 ,学董田翰卿建议将朝音寺 、自生桥庙产

提作学产 ,巴县县令在批词中称 , “所禀为真 ,当属可行 。该学董即俟视

学到境 ,面议举◆可也” ,同意了学董田翰卿的看法 ,而对庙首田荣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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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反对意见视而不见。因此 ,可以这么认为 ,学董与庙首 会首间的

诉讼纠纷 ,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不断下移 ,渗透进乡村既有的权力结构的

过程 。政府通过办理新式学堂 ,将原属于地方权势人物控制的乡村公

产纳入到了国家体制之内 ,“表明当政者企图加强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控

制” ,这无疑“加剧了乡村社会中的矛盾”(杜赞奇 , 2003:58)。从乡村社

会的角度来说 ,既有的以庙首 会首为管理核心的地方公产管理体制 ,

逐步被学董为代表的新式教育行政体系取代 ,庙产 会产也因此完成了

它的控制权的转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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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 and became significant acade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special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The sociality of “ suffering” established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rdinary life of common people and the macro social history , and showed the

need of revealing the roots of “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hip.When we consider civilization as everyday-life practice of common people ,
the life history of peasants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macro social history ,
and their trivial stories , as organic parts of grand narrative , can be provided with

extraordinary meanings.That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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