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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结束，西方国家从清政府索取巨

额赔款，这些赔款既包括中外双方通过《辛丑条

约》议定的赔银四亿五千万两，称为大赔款，也包

括由领事、教士、教民与地方官绅调查协商所议

定的地方赔偿。 已有的研究成果①大多侧重清政

府，对于海外差会总部、差会和传教士对赔偿问

题的具体看法的研究不多。 本文选取美国北长老

会为例，以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宣教部档案、布朗

的考察报告以及《教务杂志》为基础，考察美国北

长老会对教会索赔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借以初

步探讨传教士作为近代来华的特殊外国人群体

对赔款的态度及具体政策。

一、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对教会索赔的争论

义和团运动使使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遭受

巨大损失，中断了整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 赔

偿问题成为教会重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在华差

会及传教士掀起赔偿问题的讨论。 英国圣公会华

中教区主教慕稼谷（Moule George Evans）在得知

英国圣公会决定不为在暴乱中遭到损失的传教

事业索取赔偿时，他在教务杂志发表了《传教士

团体是否应该索取赔偿》一文，他认为：“根据条

约规定如果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的财产，遭到中

国官员或政府鼓励下的暴力团体的破坏，外国政

府有权为他们所遭受的全部损失索取赔偿。 ”②南

京的师图尔牧师（Rev.Stuart George A.）也赞成为

在华差会和传教士索取赔偿。 他认为：“任何一个

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的公民，条约赋予他们

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权力，传教士同其他居民一

样，具有被保护和索取赔偿的权力。 赔偿在暴乱

中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的必要措施。 ”③

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传教士方法敛（F.H.
Chalfant）和柏尔根 (Paul D.Bergen) 都支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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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当而可能的手段，为差会和中国教徒索取

赔偿。 方法敛表示对任何一种肆意破坏教会财产

的行为，都应该向清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义和团

运动是清政府鼓励下的暴力和趁火打劫行为，无

论是向清朝中央政府索赔，还是向暴力发生地征

收，都是适宜的。 他认为基于以下六条理由，差会

有权利和责任为所有遭受破坏的财产索取全额

赔偿：“1.基于维护国家荣誉和尊严；2.维护受害

者的权益；3.维护捐款人的权益；4.保证动乱及迫

害不会在发生；5.基于目前的排外运动，即使不是

北京中央政府唆使的，也是其所支持的；6.基于目

前的排外运动不只是反对外国传教士，而是反对

所有外国人。 ④青岛的柏尔根也认为：“抢劫、盗

窃、杀人和破坏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特别是

他以迫害无辜的人和破坏最美好的东西为目标；
以“需要”和“适宜”来决定赔偿的性质，但那些被

破坏的大型且有重要价值的机构一定要赔偿，否

则它将无法重建。 他认为如果放弃这项权利，会

使中国人认为我们很软弱，会降低基督教的精神

影响力，助长此类暴乱行为。 ”⑤对于戴德生提出

的，为传教士和差会的损失索取赔偿是不符合基

督教教义的，柏尔根认为：“不可以仅从字面理解

《圣经》，如果基督徒遭到抢劫，他接受了赔偿，只

是因为他认为那是公正的。 如果基督徒被迫承受

不公正，他需要在上帝面前自谦自卑，耐心等待

未来愿望的实现。 ”⑥

尽管大多数传教士认为索取赔偿是合情合

理的，但也有部分传教士不同意为传教士和差会

索取赔偿，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戴德生就曾在

《教务杂志》 上发表文章解释为何通过外国领事

和公使为在华差会索取赔偿是一项不明智的政

策。 在他看来这项政策会使传教士越来越被憎恨

和讨厌，越来越不容易获得信徒，而且会增加开

辟新布道站的难度，而且索取赔偿不符合基督教

教义。 尽管遭到许多传教士反对，但部分传教士

认为赔偿会妨碍基督教在华传播，使中国人憎恨

传教士，使许多中国教徒和那些了解基督教教义

的教外人士错误地理解基督教。 ⑦美国北长老会

济南传教士德位思（J.Llewellyn Davies）是拒绝接

受赔偿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尽管作为美国公

民，有获取赔偿的权力的，但是还有比法定权力

更高的律法，保罗在腓利比和耶路撒冷坚称自己

是罗马公民， 只是需求保护而不是索取赔偿；放

弃索取赔偿， 能够向中国政府强调教会同贪婪

“势力”之间的区别；强行征收赔偿会惹怒中国官

员和人民，然而放弃这项赔偿，会加深了他们关

于基督仁慈的印象；放弃赔偿不仅能使中国教会

获得一个有益的经验，而且将提升美国教会的奉

献精神。 ⑧1902年他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教会

与中国赔偿》一文，再次强调不从中国索取赔偿

是一项十分明智的政策。 他在文章中写道：“不从

中国索取不仅会影响中国教会、中国政府和同传

教士相交的社会团体， 还会影响基督教国家，甚

至整个世界，有助于使整个世界归于耶稣，使公

正与公平的世界尽快到来。 ”⑨1901年传教士回到

潍县后关于赔偿差会成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

部分人认为接受任何赔偿都是《圣经》中所没有

的，是错误的。 潍县传教士法礼士（W.P.Faries）在

给海外宣教部的信中写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同意

赔偿我们， 但如果这种赔偿有损于上帝的荣耀，
我们还应该索取吗？ 如果放弃赔偿有助于潍县的

传教事业，我和我的妻子愿意放弃索赔。 ⑩

大多数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认为接受合理

的赔偿，不会危及耶稣基督仁慈的形象和教会在

中国的影响力。 布朗通过考察发现：“根据我在中

国考察， 我可以断定所有宗派的大多数传教士，
尽管从内心赞同德位思先生所主张的，但不认为

有必要遵循他的决定，为了基督教正义和寻求未

来的安全，我们需要索取一些赔偿。 ”輥輯訛

二、 海外宣教部赔偿政策的制定

近代大多数来华传教士不是以个人名义，而

是受其所属教会的海外布道团派遣来华，在财政

上受制于海外布道团，19世纪新教差会在华的传

教活动主要依赖海外宣教部的支持。 美国北长老

会海外宣教部制定的传教手册明确规定：“差会

司库是分配海外宣教部拨给各差会经费的代理

机构，它对海外宣教部的司库负责，它同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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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宣教部用来加强对差会通过各种资源获取

的收入，如学费、医疗费、出版费和因兑换产生的

差价进行管理的机构，这些收入必须上交给海外

宣教部的司库，并向海外宣教部报告。 ”輥輰訛由此可

见，美国北长老会各差会的财产隶属于海外宣教

部，海外宣教部有权也必须制定索赔的总原则。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为尽快恢复中国的传

教事业，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宣教部召集北美17个

新教差会到纽约召开新教联合会议，共同商讨差

会重建、赔偿、传教士与国家权力、教会合作等问

题。 对于赔偿问题，大会提出如下建议：（a）当清

政府问我们关于赔偿的要求，这些要求不包括我

们所遭受的痛苦，丧失的生命，工作的中断的损

失，只是实际遭到破坏的财产的数量，以及在义

和团运动中的其他特殊损失；（b）特殊案例，如果

因为死者去世， 其妻子和孩子失去生活来源，也

可以要求赔偿。 輥輱訛同时大会规定索取赔偿不应该

由传教士个人直接向中国当局提出，而应该由相

关的委员会提出，至于具体的赔偿要求，每一个

差会应该自行处理，海外宣教部必须支持他们的

传教士、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履行他们的义务，
然后就赔偿与中国政府谈判。

根据纽约新教联合会议的要求，美国北长老

会海外宣教部规定，为了差会未来的发展，应该

索取适当的赔偿金，用于医院、教堂、学校和传教

士住宅的重建。 輥輲訛但海外宣教部不主张为殉道者

索取赔偿，布朗曾说：“为生命索取或接受赔偿是

不合时宜的。 殉道者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 ”“冲

突和羁押、泪水和辛勤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真正的传教士必须接受的危险。 ”輥輳訛但他认为生命

和财产是不同的，中国人承认财产赔偿，并支付

赔偿，是公正及合理的。 就具体的赔偿政策美国

北长老会仿照年度财政预算的方法，请美国传教

士和每处布道站制作一份清单， 由在华差会审

核，然后邮寄给每股纽约总部。 輥輴訛在具体的索赔过

程中，海外宣教部曾计划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差会

都应将其损失报告给海外宣教部，有其代为向清

政府索赔， 这样就可以减少传教士个人的麻烦，
也可以减轻政府处理这些事件的负担。 輥輵訛海外宣

教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有序而谨慎地处理赔偿

问题。 但海外宣教部也保留传教士索取赔偿的权

利，1900年11月海外宣教部秘书在给山东东西部

差会的信中指出：“赔偿由海外宣教部提出，同时

每个传教士也可以独自提出他的要求。 海外宣教

部不会干涉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 ”輥輶訛

对于赔款数额，海外宣教部不希望因为赔款

问题而使整个传教事业遭受非议，也不想激起中

国人对传教士的愤恨，早在1900年海外宣教部对

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规定基督的追随者不可

能变成唯利是图的人， 对中国人提出过分的要

求，赔偿不包括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丧失的生命，
工作中断的损失，只是实际遭到破坏的财产的数

量，以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其他特殊损失。 輥輷訛布朗认

为为防止中国信徒变得贪婪或复仇，可以减少赔

款。 在他看来由中国人、中国教徒、传教士和海外

宣教部共同承担损失，要比任何一部分人独自承

担明智得多。 輦輮訛在考察过程中，他十分欣慰的发现

大多数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赞成采取适当而谨

慎的索赔政策。 他在考察报告中指出：“我自然十

分高兴地发现大多数传教士采取独立的中间道

路，根据仁慈和自我奉献的基督教权益为基础制

定索赔政策。 ”輦輯訛但海外宣教部并不赞成放弃所有

赔款，1901年山东西部差会潍县布道站提出放弃

赔偿的请求， 海外宣教部回复到：“放弃地方索

赔，但不准备削减华盛顿提供的总赔款部分中的

份额。 ”輦輰訛

三、山东差会和北京差会的索赔政策及具体

措施

美国北长老会自1861年进入山东传教士，在

华北地区建立山东和北京差会（又称华北差会），
1887年海外宣教部同意将山东和北京差会划分

为山东差会和北京差会。 处于义和团运动漩涡之

中的这两个差会，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美国

北长老会的索赔政策主要是针对山东和北京两

个差会。 但因山东和北京两地的具体情况不同，
具体的索赔政策也不相同。

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美国驻烟台领事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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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帮助，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

会无一伤亡，内地大部分传教士都在烟台和青岛

地区避难。 除潍县乐道院外，教会财产未遭受大

规模的破坏。 1900年9月海外宣教部要求在中国

沿海地区避难的传教士制定差会未来的发展政

策。 山东差会认为山东内地暴乱仍在继续，无法

制定具体的传教政策。 1900年12月山东省内形势

好转，12月15日聚集在烟台的传教士召开山东东

西差会联合会议，商讨并制定山东东西部差会的

赔偿政策，根据美国海外宣教部的要求及山东差

会的具体情况，山东东西差会联合会议规定：
1.海外宣教部应该获得其财产损失的全

部赔偿，以及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差会其他
额外损失。

2.传教士应该获得其财产损失的全部赔
偿，以及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其他额外损失。

3.我们同意这些损失应该根据海外宣教
部的意见，由海外宣教部统一索取。

4.我们承认中国信徒也应该获得在义和
团暴乱中，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

5.有些中国人没有受洗，但因为与基督
教有联系而遭受损失的，或者是因为对基督
教义感兴趣而遭受损失的， 根据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索赔。

6.计算赔偿金额的基础，从中国人获取
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a. 这些赔偿只够赔偿足够的财产损失。
在特殊情况下，受伤和死亡的案例允许索取
特殊赔偿。

b.这些赔偿应在传教士的监督下，尽可
能通过中间人私下融洽的解决，要不然就由
地方官完成。 如果没有解决的可能，就要上
交给法庭。

c.如果遇到必须减少赔偿才能解决的情
况，传教士应该说服教徒接受协议，而不是
坚持诉讼。

d.如果当地政府，希望在公平的原则下，
直接与中国人商谈，我们应给予他充分的机
会解决这个问题。

e.在处理过程中应该尽量谨慎，这样未
来的苦涩可能会减少。 輦輱訛

因为传教士生活在当地人中间，说他们的语

言，他们十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因此山东差会各

布道站的赔偿总数及减免原则是由当地传教士

根据实际情况，同差会商量，并得到所属差会的

同意而制定。 1901年3月山东内地形势好转，济

南、 潍县和沂州的传教士陆续返回各自的传教

地，着手处理赔偿及重建问题。 就山东省的具体

情况而言，教会赔款全部由地方赔款支付，因此

山东省的社会环境、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地方官员

的态度，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制定赔偿政

策的重要参照物。 在义和团运动中曾保护传教士

及差会财产的袁世凯，在赔款问题上，也对传教

士做出让步，同意赔款，但要求差会适当减少索

赔金额。 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曾坦白说：“巡抚不

是要求全部免除赔偿，而是适当的减少，在这种

情况下，巡抚将承担赔偿义务。 ”輦輲訛为尽早解决赔

偿问题， 基于和平及传教士和地方官的双方意

愿， 美国北长老会内地传教士采取退让原则，根

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的赔偿政策。
1901年春传教士回到济南后，在地方官的帮

助，检查了教会的财产，损失共计5245两。 在同地

方官协商后，济南府同意放弃前往港口及在港口

避难时的费用，共索取赔偿5500两，合3970美元，
其 中 包 括 差 会 的 损 失850美 元； 传 教 士 的 损 失

3085美元； 属于其他团体的价值约300美元的图

书，传教士削减了393美元的损失。 輦輳訛协议签订的

第二天，济南府即通过银行支付了赔款。 对于中

国教徒的损失， 虽然中国政府认为教民亦华民，
应由地方官自行抚恤，不必教士干预。 輦輴訛但传教士

认为他们有权代表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人索

取赔偿。 经过合法授权后，莫约翰和韩维廉代表

差会同地方官制定了具体的赔偿政策，赔偿金额

根据清单的可靠性、申请者索取的数量、申请者

的品格及抢劫者周围的环境确定，经过协商共支

付基督徒10000两赔款。 在书面协议后，地方官承

诺在40到50天内准备好赔款，由济南府将赔款支

付给传教士，由传教士分发给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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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是山东差会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整

个布道站几乎全部被毁。 据传教士估计总损失为

64421两（47720美金），其中33944.40两是海外宣教

部的损失，1904.80两是暴乱所导致的特殊费用，
28571.80两是布道站所属12位传教士的损失。 輦輵訛但

传教士返回潍县时，发现许多人以传教士的名义

索取高额的赔偿。 为保持未来传教环境，使中国

教徒学会宽容，减轻中国民众的负担，增加异教

徒对教会的好感， 潍县的传教士决定放弃索赔，
并向山东西部差会和海外宣教部提出申请，但海

外宣教部拒绝了这项请求。 布道站派遣狄乐播

(Robert M.Mateer)与方法敛前往济南同袁世凯商

讨赔款问题，在唐绍仪的协助下，制定了具体索

赔政策。 传教士在无权削减差会赔款的情况下，
在一定基础缩减个人的赔偿金额，狄乐播和法礼

士放弃所有的个人赔偿， 其余的人放弃了一半，
整个差会共缩减20000两赔款。 輦輶訛关于中国教徒的

损失，传教士认为相当棘手，因为教徒往往依照

中国的法律传统过分夸大金额，而不是根据实际

损失来评估，因此传教士有责任调查他们实际的

损失金额，当地政府必须赔偿他们的损失。 整个

潍县布道站共索取赔偿45000两。
在沂州布道站， 教会的房子遭受轻微的损

失，共索取4300美元，其中差会的房屋损失300美

元，传教士个人损失4000美元。 中国基督徒损失

不大，但都采取保守的方式，经过仔细的核查，并

在合理的范围内缩减了金额。 其余四个布道站登

州、烟台、青岛和济宁，没有任何财产损失。 只有

烟台的部分外部布道站的损失较大，这些案件都

由传教士与地方官协商解决。 輦輷訛

与山东省不同， 因京津地区由于遭受八国联

军围困，民力凋敝，无法筹备足够的资金，遂将差

会归入大赔款之内，“由传教士开单交其公使归入

大赔款之内， 随后如力内筹换， 准于大赔款内剔

出。 ”輧輮訛且商讨赔款政策之时，除个别传教士外，都

有差会统一提出统一索取。 因此差会索赔过程比

较简单。据传教士及海外宣教部的估计，在北京差

会共损失47617美元， 加上材料与工钱共计53422
美元，当地15名传教士共要求28323美元；在保定

差会共损失11850美元， 传教士个人损失15530美

元。 北京差会共应索取赔款109125美元。 輧輯訛对于中

国基督徒的损失， 北京差会任命纪利宝（C.A.Kil-
lie）和柯凝翰（A.M.Cumingham）以及两名中国人组

成一个委员会， 所有中国教徒的赔偿必须提交这

个委员会，经过仔细核查后，上交给中国政府。 輧輰訛经

传教士与中国官员商讨， 共赔付中国教民10874
两，由纪利宝牧师分各教民。 同时规定：“如教民

有占住他人房屋者，得银后，应即退让，至教民失

单，彼应收存被查。 ”輧輱訛

综上所述，山东差会的赔偿由山东地方政府

支付，且处理赔偿问题时，山东各布道站的负责

人都亲自参与，因此山东差会的赔偿政策比较复

杂多变，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对赔款采取较为积

极的态度，到1902年山东省的各项赔款全部支付

完毕。 而北京差会的赔偿归入大赔款之中，且参

与制定赔款政策的传教士比较少，北京差会的赔

偿政策比较单一， 因为赔偿归入大赔款之内，因

此赔款的支付需要较长的时间。

四、结语

义和团运动后，美国北长老会对赔款问题采

取了相对温和宽容的政策。 海外宣教部及在华传

教士不希望通过赔偿加深中国人的灾难。 布朗曾

指出：“传教士是否接受赔偿，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是有关基督教的权益，不是为他决定而是由他

决定， 不是出于法律和商业交易的角度出发，而

是从圣洁的爱出发，在同袁世凯讨论赔偿金的筹

措时他曾说：“我们不希望赔款的筹集，在不平等

的前提下，使中国人民痛苦。 ”輧輲訛山东西部各布道

站的报告，也曾多次提及不愿因赔款问题而加重

当地人的负担，增加他们对我们的反感。 潍县布

道站曾要求放弃差会在潍县的所有赔偿。 袁世凯

也认为英美传教士“均不难商结，唯法教士性近

喜事，较难理喻。 ”輧輳訛

诚然差会和传教士出于耶稣仁慈爱人的本

性，同情中国下层民众的处境，在一定基础削减

了赔偿。 但他最终目标是吸引更多的信徒，增加

基督教在中国的精神影响力，实现中华归主。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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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思就曾明确指出：“传教士的首要任务不是维

护自己政府的尊严，也不是关注他们刚刚躲过的

灾难，而是采取一切方式赢得信徒。 ”輧輴訛潍县布道

站在制定赔偿政策时， 认为应放弃所有的赔偿，
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国内教会，是因为太多的教徒

表现出一种怨恨和报复的情绪，传播基督的福音

需要教会未来的和平，这需要学会宽恕精神。 他

们在报告中指出：“原谅敌人至少对教会是有好

处的，有可能使我们在异教徒中站稳脚跟……我

们来这里是为战胜中国人，我们希望通过处理不

同的事件，给中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輧輵訛对于坚

持认为差会应该获取适当赔偿的传教士，也是从

传教而非个人利益出发的， 大多数传教士认为，
索取赔偿只是为了重建被损坏的传教工作，使中

断的传教工作能够继续进行而已。 柏尔根和良约

翰都认为从中国获取足够的赔偿，能够防止暴乱

的再次发生，对中国信徒而言也是公平的。
美国北长老会是近代来华传教的主要差会

之一， 也是北美新教差会联合会议的召集者，美

国北长老会的索赔政策在欧美新教差会中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但因在华各差会所处的具体社会

环境， 所属国家和海外宣教部的赔款政策不同，
以及各地官员对于赔款的不同态度，使得义和团

运动后的教会赔款政策呈现多样性， 但总体而

言，相对于天主教、商人及其他外国团体而言，新

教差会的赔偿政策是相对宽容，索赔数额也比较

符合实际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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