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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与宗教：
清季自治筹款中的庙产征用纠葛

孟祥菊

［摘　要］传统王朝时代政教分离，政治与宗教大致能和谐相处，两者间并未产生严重冲突。佛道
各教信众数量较多，寺庙道观在各省分布较为普遍，形成丰厚的庙产财源。清季地方自治是一项基层

政区的新政改革事业，自治筹款行动中，大部分寺观庙产被视为法定的财源，“剥夺”庙产行动促使

政教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自督抚大员到知府知县，各省官员极少顾及僧界及信众利益诉求，征用态

度坚决，清廷对此放任默许，导致基层社会僧俗纠纷不断，甚至发生僧界暴动。自庙产方面筹款确实

能减轻举办地方自治的财政压力，但这种忽视僧道与信众利益的行为，恰好将 “新政”与 “宗教”

置于一个彼此冲突的平台，其得失损益，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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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降，佛道各教与世俗政治之间，并未产生泰西各国政教合一体制下那种冲突剧烈的政

教矛盾，相反，两教在国内尚有一定的发展趋势，各类神灵寺庙、道教宫观等连绵分布在各省境

内，形成庞大的庙产财源。①光绪后期，国家财政日益窘困，而各项新政改革的需款却陡然上升，

庙产财源遂成为朝野各方挖潜追逐的重要领域。这些财政挖潜行为令 “新政”运动与宗教势力

间的矛盾骤然凸显。清季庙产兴学研究早有学人涉及，②地方自治筹款亦大规模染及各类庙产财

源，财源获益虽明显可观，但却引发剧烈的教俗冲突。官府因支持士绅此类 “剥夺”寺庙财源

的行为，亦被僧徒群体目为祸源，由此产生了僧、绅、官之间事关多方的复杂纠葛。 “俗教矛

盾”和 “政教矛盾”夹杂在一起，折射出清季新政改革的别样面相，值得作深入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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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清季地方自治改革的财源拓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庙产丰裕与自治筹款介入

宋元以降，乡间小民终年衣食辛劳，在完成赋役、应付家庭日常开支后，收入所剩无几。他

们收入虽然微薄，但对宗教神明的捐献却毫不吝惜。明清时期，释道二累的社会影响力在乡里社

会根深蒂固，全国各地庙宇繁多，难计其数。庙宇大致分为四类：载在祀典的官庙、家族祠庙、

佛教道教庙观、民间自发建设的神庙。其中，官庙所占比例很小，其他三类则占据绝大部分。

万历年间，冯从吾曾言：“余尝览海内郡邑志，即撮尔岩邑，其寺宇多则数十，少亦十数。”

③据民国六年的 《山东临沂县志》记载，全县官庙只有３５个，佛教庙宇却多达２５４处，道教庙
宇也有３０１处，民国初年，该县二教庙宇多达５８６处。④据萧公权对晚清国内寺庙的研究，“十九
世纪的华北农村，人口在１０００人以上的村庄平均有寺庙７２５座，１００人到２００人的村庄有寺庙
２７３座，１００人以下的村庄平均有寺庙２１３座。”⑤关于全国庙宇、庙房数量，庙地、庙财总数，
很多学者试图用科学方法计算出精确数字，但这是个极其庞大的工程，碍于多种客观条件限制，

很难对其作出全面统计。也有学人试图通过地方志文献计算地域性庙宇的数量，如张玉法根据清

末 《山东通志》统计山东各种庙宇数量；⑥苏云峰对湖北的祀典庙宇做过详细统计；⑦王笛也对嘉

庆年间四川的祀典以内的庙宇做过统计；⑧王庆成对晚清直隶八州县的庙宇进行了研究。大致核

计，平均每县８１１４个。⑨实际上，各县寺观庙宇的数目应远超此数。晚近各省修志时，因地方
志性质及篇幅所限，会只选择记录州县境内知名度高、规模大的少数寺院，而忽略大量的乡间小

寺庙。并且国内不少中心城市的寺庙数量也未统计在内。习五一曾以北京为例，对大城市的寺庙

进行过统计，数目惊人。⑩因此以地方志为基础的统计并不全面。许效正对庙产中的庙房、庙财、

庙地等进行了详细统计，尽管其核算或有误差，但他所做的推论具有一定说服力。他认为，清季

全国城乡各类庙宇大约有２００－３００万座，这些庙宇大约拥有１６００多万间房屋，１９００多万亩土
地，财源入款几近亿元。瑏瑡

数量可观的庙产在晚清受到社会各界的垂涎觊觎。戊戌变法时期以庙产财源兴办学堂，大约

是晚清庙产被征用的开始。１８９８年光绪帝颁下上谕：“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
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瑏瑢这表明清廷此时政策导向是只保护列入

祀典之寺庙，而其他庙产可因地制宜，补充地方新政之需。光绪末期，清廷推行新的社会治理模

式，鼎力实施地方自治改革。然而，支撑自治事业的财源经费在制度安排上却排在练兵、兴学等

其他官方主导的改革事业之后，加之国家税、地方税的划分并未落实，中央经费和地方经费亦未

厘然分界，瑏瑣清廷颁布的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自治经费获取途径方面可谓 “搜肠刮肚”，

将眼光瞄向了庙产财源这一领域，“自治公所可酌就本地公产房屋或庙宇为之”。瑏瑤清廷早先虽有

针对外省侵占庙产颁下纠偏补漏的上谕，瑏瑥但问题是并未对庙产产权、征用范围、征用方式等方

面做出明确规定，庙产财源征用政策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宪政编查馆颁布的上述 《自治章程》

自然成为各省奉行的准则，各地绅董基本上认定 “不在祀典之庙产”即为地方公产这一论断，瑏瑦

极少顾及僧界及民众的实际利益与诉求，这也暗示了寺庙财产在清末的命运走向。

北方省份中，直隶新政改革被视为各省楷模，总督袁世凯实施的 “剥夺”政策具有典型性。

袁氏态度明确，只保护列入祀典以内和僧徒自置的庙产，对其他范围的庙产毫不留情。袁离任直

隶后，他的继任者杨士骧仍坚持这一政策，将庙产充公支持地方自治建设。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１９０９年１月），天津县议事会通过 《天津县议事会定清理庙宇庙产办法六条》 《天津县议事会

２３１



移董事会议定养赡僧道办法十一条》两个文件，瑏瑧将全省不在祀典之庙产尽数收归董事会管理，

一刀切地将庙产划为地方公产。《清理庙宇庙产办法六条》的核心就是认定全部庙产均为地方公

产，交董事会管理，寺院、庵观、民间神祠均可无条件征用。虽然为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制定

了养赡僧道办法十一条，但补偿比例非常低，且条件相当严苛，与被征用的庙产财源收益相比，

这种补偿微不足道，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僧俗纠纷。从各种史料来看，直隶征用庙产财源的力度

应该最大，绅董们的执行也最坚决。吉林省的做法紧随直隶，全省民间庙产全部划归自治会经营

管理，理由相当充足，“俾无用之资财，充维新之要需。”瑏瑨

陕西省对提庙产兴办新政亦甚积极，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凤县境内的僧人宽来等人到
巡抚衙门控告县令纵容属下抢占寺产，要求行省大员主持公道。提学使对众僧严行斥责，认为该

县秉公酌提庙产，已给僧人留下焚修之赀，已属平允之至，而僧人呈词来控，尤属刁钻可恶。瑏瑩

批词体现陕省大员坚决捍卫地方士绅权威的特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省和奉天省。河南对

提取庙产办新政异常热衷，省谘议局的议案提议：凡先贤祠庙、社庙、庵观、寺院及附属财产，

若由公建者皆视为公款公产；若由募化或部分人集资建设，但已拨充公益费用者，如拨充公益费

用的义庄、祠堂、会馆及其附属财产等，亦得视为为公共财产。瑐瑠对于酌提数目，提议以该庙不

动产与动产的３０％为限，由自治绅董确查后呈请地方官核办。瑐瑡河南庙产征用力度不可谓不大。
奉天省提拨庙产比例与河南相似，奉天南路建议将各乡寺庙中香火、庙房、土地等调查清楚，概

提三分之一收入作为小学堂办学经费，剩余部分则拨作开办董事会之经费，瑐瑢奉天锦州自治机构

亦请提庙产办理自治研究所，瑐瑣均被奉天巡抚允准。

南方省份情形与北方省份稍有差异，偶有顾及寺庙和僧侣利益的情况，但也普遍存在以庙产

财源办理自治的趋向。江西省万寿宫由商务总会经理，每年租金七千余串，收入颇丰。后因筹办

自治，经自治议员吴盛麟、梁际升等提议，将庙产提作自治经费。瑐瑤但兴国县议事会请求提拨庙

产租税补充自治经费的建议，却受到赣抚批驳，认为议事会之前已禀请抽收茶馆、包席馆、酒

馆、煤油等捐，在未说明利弊情形下擅自开征，现又欲提治平观的花生落地税、火神庙糯谷等项

落地税、仙娘宫地租等多项庙产，这种贪婪行径令人异常反感。瑐瑥慎重提取庙产的事例也出现在

湖北省。玉泉寺为该省著名名胜古迹，当阳县想以此作为财源办理新政，鄂督告诫提用此处寺产

必须谨慎，不可仓促草率。瑐瑦这种告诫并无严禁之意，实际上鄂省征用庙产办理自治的现象较为

普遍。类似案例，安徽也不少，安徽无为州绅士丁云骧等人，因筹办自治经费确无着落，公同议

定将庙产作为举办自治经费，得到允准。瑐瑧

浙江抚臣支持倚重民间绅董的倾向也很明显，该省绍兴属县内清隐寺，为王氏远祖捐建，产

业丰饶，年可收息数千金。后被该邑士绅以藉办公益之名强行接收管业，王氏后人纠合同族禀控

到省，但浙抚认为清隐寺建自汉晋时代，事隔千余年，王氏宗族不能视为己产，而应划归公

产。瑐瑨浙抚显然是选择站在士绅立场去处理庙产纠纷。江苏巡抚也支持该省自治公所的清查筹款

行动，批令该所绅董 “除家庵外，凡属寺院，均须一律清查。” “谓募建者不在清查之列，实属

误会，亟应明白开导，以免疑阻。”瑐瑩这类批词，明显代表了苏省大员的政策倾向。其实在传统社

会，大量民间寺庙的产权不仅仅按照佛教戒律设定，往往由施舍者与住持僧人之间私下契约确

定，僧人一般负责日常经营，施主则分享监督权利。作为施主后代，在民间产权习惯中亦有监督

所捐产业的权利。但在清末，当监督权成为地方新政阻碍时，便不被官方认可，巡抚用公的概念

否定了施主的既有权利。后来苏、浙等省因征用庙产而发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纠纷，引起严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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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荡，在僧立教育会极力斡旋下，地方官审夺利弊，强硬态度有所缓和。

二、庙产征用之途径

地方自治在各省的推行处处需款，清政府应对此难题的 “法宝”依旧是奉行此前咸同年间

所施行的 “就地筹饷”办法：各省 “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瑑瑠各

省就地筹款达到了 “苟能搜罗巨款，无不立见施行”程度。庙产财源一般包括实物与收益两个

部分，各省征用的情况或许千差万别，但大类情况包括了实物征用、附捐征缴和无偿占用等三种

形式。下面根据文献?集情况，略述如下：

（一）征用寺庙场所举办自治

寺庙、道观、神庙等场所遍布南北，不需耗巨资整饬修缮，便可直接征用，拨做自治办公场

所，或用于召开民间耆绅会董集会，或作自治培训场所等。这种征用庙产行动在各省普遍存在。

江苏苏属境内，此类举动堪称典型，这在 《江苏自治公报类编》中有详细记载。瑑瑡

江苏省共成立自治公所２６个，其中有１６处建在庙宇里，占总数的６１５％。地方自治机构

及其活动是 《申报》报道的重点之一，该报尤其关注自治研究所、宣讲所、选举所及地方自治

临时会等选址利用庙宇作为场所的情况。报道不仅涉及江苏一省，其他行省举办自治，征用庙

宇、道观、神庙、宗祠等情况，也为该报所关注。下表所列，以苏省为主，间有涉及其他省份部

分地区占用庙产场所，举行集会等办公活动的大略情况。

《申报》所载地方自治机构占用庙产情况列表

政区 借用情况 资料来源

江苏苏属

松江青浦投票所

第四投票区，以葑?塘泖塔寺为投票所；

第五区，以朱家角圆津寺为投票所；

第六区，以西岑青莲庵为投票所；

第七区，以金家桥城隍庙为投票所；

第八区，以白鹤江土地堂为投票所；

第九区，以重固刘猛将庙为投票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３月４日。

江苏苏属在王庙内除设法政讲习会外，计划在庙内另办自治研

究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１日。

苏省谘议地方自治会设在海宏坊法政学堂内，另设分会五处分

别在：一在方丈殿，一在言子庙，一在老郎庙，一在太阳庙，

其一未详。

《申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５日。

江苏无锡 借用城中新城隍庙西偏空屋为自治公所。 《申报》１９１０年７月２７日。

山西太原 自治筹办处设于龙神庙。 《申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３日。

江苏?山
假

,

葭浜镇在玉皇殿开筹办地方自治第一次会议，公决以安亭

府庙为总机关。
《申报》１９０９年８月３０日。

珠家阁镇 于城隍庙米行厅设地方自治研究公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７月４日。

苏垣 地方自治会在言子庙开春季大会。 《申报》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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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垣
地方自治会在护龙街王仁孝祠内开办宣讲所；另于养育巷玄坛

庙内另添一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５月５日。

江西武阳县 自治筹备公所于双桂坊崇法寺开成立会 《申报》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２日。

丰南乡 在该乡万庆寺设筹备自治公所。 《申报》１９１０年２月１日。

阳湖政成乡 以该镇芳渚寺为自治公所 《申报》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嘉秀县 租赁精严寺内延寿堂为自治研究所讲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４日。

武阳县 将双桂坊崇寺作为自治宣讲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２日。

邵伯镇 自治公所在来鹤寺开特别大会。 《申报》１９０９年７月８日。

华娄县
在普照寺会议地方自治事宜，并议定在城中央王宗毅公祠为自

治事务所。
《申报》１９０９年７月５日。

　　庙地是庙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庙宇有数额不菲的土地资产，清末实施地方自治，官绅不
会对僧人丰裕的寺产视而不见，这笔庞大的财富，成为各地官绅征用的重点。庙地拨充自治经费

的案例在各省境内非常普遍。天津县议事会公布的一项议案清单中，有关庙产问题占四分之

一。瑑瑢另外在刊出的一份已结案件清单中，议决案共有３７件，而解决庙产问题的议案有２１件，

占议决数量的５７％。这些数字表明，庙产对地方自治举足轻重，甚或是公款公产的主要部分。瑑瑣

（二）征缴庙捐补助自治经费

清季各省境内的庙宇、道观、神庙等皆积存一定数额资金，来源于信徒所捐、僧道外出做法

事收入、庙房租息等。庙产清查完毕后，地方官绅制定征收规则，令寺庙住持每年一次性或分几

次缴纳规定数额的捐资。各地收捐方法差别较大，“有以各庙之进款为标准，捐收十分之二者；

有合某地方各庙，每年共捐钱若干者；有分别春秋两季，捐纳若干者。”瑑瑤庙捐始于宋代，清末财

政史料中有庙捐的大量记载，其用途不一，大约不外乎创办学堂以及举办自治事业所用。《江西

全省财政说明书》调查本省庙捐后，显示出本省以此挹注的大略：“本省祠庙产业由县署迳行管

业者，有新建县之澹台祠租，泰和县之黄山谷祠租谷除租谷变价列充祭祀用费外，并未拨充本地

各项公益之用。又查弋阳县劝学所入款内有庙田租谷，饶州府中学堂入款内有火神庙年息，广信

府中学堂入款内有罗饶沈钟公祠租，鄱阳县高等学堂入款内有永福寺租谷及屈公祠祭品银息钱，

南丰县敬业学堂入款内有汤祠租息。”瑑瑥此时江西士绅禀提庙租充当自治经费的报道亦频见报端，

说明提取庙租的做法在江西普遍存在，已为地方一种经常性收入来源。陕西省和河南省在征收庙

捐创办学堂和自治事业方面，亦有相应的记载。瑑瑦

奉天各州县征收庙捐的情况普遍存在，各州府庙捐从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先后创

办”瑑瑧，城厢议事会因开办自治经费短缺，于宣统二年征收庙捐，准备将城厢庙产彻底调查，然

后派人劝导，按规定每年提取部分现金。瑑瑨从寺庙田产中抽取公益捐是湖南省的通行办法，湖南

省谘议局规定：“以累进法征庵观寺院等之田房附捐”作为自治公益捐。瑑瑩在江苏，“经忏捐，每

寺院僧人每家伙居道士，诵经一日应捐大洋五角办法，照董事会原案，由地方官札饬僧道两会

司，逐月查明本城区僧道诵经若干日，按数纳捐，汇交自治公所。”瑒瑠这可以看作是自治机构征收

庙捐补助自治的典型案例。天津知县决定从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 “提天后宫庙房租及正殿香
资，认充清丈局捐款，每年缴津钱三百吊。”从资料来看，该庙住持僧 “届期交纳，并无贻

误。”瑒瑡在此之后，地方自治机关对庙产的征捐缴费行为更是变本加厉。

在浙江，杭州府太守及仁、钱两知县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１９０７年５月），召集各庙宇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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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勒提庙捐。庙捐划为六等：“一等五百元，二等三百元，三等一百五十元，四等七十元，

五等三十元，六等十五元”。规定捐款分四季认缴，各寺僧均未提出异议。“各自认定签押者计

有一百二十余寺，已占浙省寺院之多数，议定未到各寺将来亦不能抗捐。”瑒瑢在山东莱阳，光绪三

十二年抽提庙捐，凡有住持庙宇，每年共缴纳制钱６００贯，无住持各村，认缴制钱４００余贯，宣
统二年住持庙宇又加制钱４２０贯。瑒瑣山西省亦举办庙捐，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以前，收征常
年庙捐的府县有乡宁、介休、灵邱等县。瑒瑤随着新政深入发展，征收范围与征收力度不断加大。

（三）以处罚形式占用庙产

清末自治筹款途径除了征用庙房庙地、征收庙捐外，以处罚形式占用庙产的情形亦屡见不

鲜，往往一僧犯法违规，将会导致整个寺庙判罚充公。

直隶省天津县议事会了解到癨树园僧人慧海案发后，致函巡警总局，认为按自治章程，庙宇

及其产业均归地方公款公产，应将癨树园庙产没收充公，由议事会接管。巡警总局复函认可此提

议。议事会另函知县，请求援照河北大寺淫僧光大成案，将癨树庙产全数充公，办理地方公

益。瑒瑥该庙产业最终交议事会变价充公，以五成归议事会兴办公益之事，以五成为警局修盖
,

所

之用，癨树园庙产最终被无偿瓜分。在保定，某寺方丈因贩卖烟土被押，该寺其他僧人在得到补

贴生活费后被驱逐，寺产经议事会议决，归地方自治经费。瑒瑦南乡姚家村，西大药王庙僧人昌印

因犯奸案，由巡警总局禀请，将庙产充公，得到直督杨士骧批准。庙地由自治董事会与四乡巡警

南局公同办理出售，所得价银归作警、学两项经费。瑒瑧省城功德院、青莲寺两处庙产最多，被自

治会先售掉若干，剩余之地尚有五六千亩，或招佃租种，或变卖生息以充自治经费。瑒瑨

这种以处罚形式征用庙产财源的方式在他省也普遍存在。位于河南商城县南的笔架山古
-

寺，寺产富厚，学董周晋三与县令梁韶如、绅士张胜之等藉口事故，带人将寺产抄没，将田稞

４００余石全部充公，并捏罪请县令缉拿在逃寺僧。后该寺僧人了情和了凡提出禀控，周晋三的驳
词显得蛮横无理：“现行立宪地方自治，观察何人，渠安得过问？”瑒瑩奉天锦州府筹设自治研究所

时，官府邀众绅召开特别大会，郝姓会董认为，建立自治研究所筹款困难，东街财神庙按年可收

锦钱万余吊，提出将东街财神庙之产，移作办理地方自治之用，这一意见得到巡抚批准。瑓瑠江苏

某城自治公所董事毛子健认为，邑庙住持邱金生不守清规，举动乖谬，应将该羽士所管怀回楼公

产基地拨归中区收租，充作自治经费。瑓瑡自治员绅借助官势随意征用庙产财源，态度蛮横，各寺

庙禅院缺乏官方保护，其失助弱小境况可想而知。

三、佛道两界的抗争

倒卖和隐匿庙产是佛道两界常见的应对行为。面对自治机关的征用，寺院一般不会心甘情愿

将寺产充作地方自治之资。寺僧和道士等通过设法隐匿和盗卖转移等方式尽可能减少损失。寺僧

倒卖庙产之事频见报端。河北三太爷庙产，在地方公款公产章程出台后，该庙道士刻正极力运动

各方势力，企图保住庙产。瑓瑢东直门北小街口袋胡同邻近尼姑庵之土山子地基，该庵尼姑声称，

此地为该庵庙产，已经卖给位于后海的俄国教堂，试图以此来拒绝自治公所的染指。瑓瑣上海送子

庵住持恩荣无视禁止出售庙地规定，将庙产出售。城厢议事会称，庵地归自治公所收管，令该僧

将所收定洋赶紧退还，而该住持僧人辩称，所收定洋已买地迁葬慧月僧墓，钱已用罄，无法返

还。瑓瑤

隐匿庙产在当时亦屡见不鲜。如意庵住持王明山将善庆庵地基占据，并盖房开店，此后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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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庆庵庙产捐助农林学堂，却伙同李义中隐匿如意庵庙地。此事被议董事会获悉，将庙宇及其产

业查勘收管，以充公用。瑓瑥面对倒卖隐匿庙产的案件频发现象，天津议事会感叹 “深恐迟延日久，

庙产一空，于自治经费所失甚大。”瑓瑦

挟民武力抵抗是清季各省政教对立的极端形式。地方官绅热衷于利用庙产兴办自治，本意甚

美，却低估了强行征用背后的巨大阻力。征用庙产不但涉及利益再分配，且触及大众精神信仰。

清季民智未开，民间尊崇鬼祀、迷神信佛之活动广泛盛行，人们常常视神佛之寺庙比自家性命更

重要，因此每遇有侵犯寺庙者，无不群情激奋，一旦再有匪徒乘机煽惑，极易激成极大风波。瑓瑧

清末随着征用庙产力度的增大，地方社会变乱蜂起。广西阳朔修仁交界之民众，因阳朔县知县董

毓梅勒提庙产，激起公愤，各村民携载米谷牲畜避聚?山中，并派壮丁于隘口持械扼守，与官府

对峙。幸而地方官及时抚慰，终未酿致不可收拾之巨患。瑓瑨

浙江仁和县属西塘镇议事会，预备在相定庙宇内开成立大会，但遭到该镇邱宝元等人寻衅滋

事。他邀同５０余人，将议场门口之栏杆及桌椅等打毁，会中各职员皆由后门奔逃。瑓瑩当乡村庙宇
遭到士绅侵占时，僧道和乡民习惯于向地方官员控诉，而地方官员往往偏袒征用庙宇的士绅，寺

僧和乡民有冤无处申，便会采取聚众砸毁学堂及自治机关的极端行为。

杭州府属钱塘县所辖之安吉、长寿、定南、定北四乡，俗称上四乡，因筹办自治经费短缺，

分区摊派。各乡议员贴出通告，本省大员已批准将庙产房屋清查后一律提充自治经费。各乡闻

此，痛斥自治 “除勒派苛敛以外，别无何种政策”。各村社庙为乡民共同捐资建成，数百年一直

承载春秋报赛等祭祀活动，现要强行归公，群情激愤可想而知。瑔瑠在全国影响极大的山东莱阳民

变、川沙自治风潮、鄞县僧界大暴动，都与自治征提庙产财源有密切关系。

反复提充庙产是导致山东莱阳民变的原因之一。莱阳全县境内庙宇有两千多座，庙产所得向

来由各庙宇自收自支。清季新政繁兴，不得不就地筹款，从光绪三十年始，以各种理由数次加收

庙捐。瑔瑡后又因筹办自治，再提三成归官变价，僧道群情激愤，于是聚众千余人入城滋闹，自携

免提庙产谕稿，逼官照钞用印。朱令阳奉阴违暂允寺僧请求，随后派兵四十名，严拿僧道数十

人，分别责押监禁，并饬铁匠速制镣铐数百具备用。瑔瑢拿获赴署滋闹僧道尼姑多人，该令用杏花

雨、连环计、火烧舰船、连生贵子等非常规刑罚方式挨次拷打，每堂刑讯，惨叫之声难以忍闻。

僧尼纷纷会议，欲联合民众，杀官劫狱，以为报复。瑔瑣众僧尼与曲士文一起，煽动变乱，焚毁富

绅数家房屋，并与官兵对抗，致事态不可收拾。

江苏省川沙自治风潮起因也与提用庙产办自治有密切关系。川沙事件导火索为 “素党”首

领丁费氏率领徒众攻击设在俞公庙的自治公所，直接起因是长人乡议事会决定，俞公庙是地方公

款公产，将其部分房屋改为自治公所。但是对丁费氏及其信徒而言，俞公庙是他们公共活动场

所，更是他们的私产，一旦被自治公所人员占据，其忿忿之情可以想见。１９１１年２月６日，长
人乡议事会正在俞公庙开会，丁费氏率领百余名信徒聚集庙前，砸毁自治公所招牌及其他设施。

自治绅董逃出，禀告本县同知后，丁费氏与丁阿希被捕，但随即逃脱，事态于是处于失控状态。

仅仅一个星期，乡董、议员等自治职员住宅二十九家，小学校十二所，自治公所三处全部被打

毁，一名乡董身受重伤，受损金额达三四万元。最后松江府太守出兵１１００名，江苏巡抚程德全
也责令６艘炮舰开赴川沙，风潮最终平息。时人评议川沙自治事件时，对地方自治议员大加批
评，认为议员 “专以勒捐苛罚，结交长官欺压乡闾，据民祠为办公，争庙宇为学塾，假公济私，

害民肥己，自治局竟成怨薮！”在列举苛捐时，提到 “不论何等庙产，一例罚充公用。”“苛罚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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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项正多，笔难磬述。”瑔瑤本应造福地方的地方自治却遭到民众激烈反对，川沙县发生大规模的

“自治风潮”，使乡议会禁止 “素党”的议决案，最终未付诸实施。

宁波鄞县僧众暴动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甬郡境内寺院众多，很多已改为学堂，万寿寺

又被指定为自治公所，该寺住持与僧教育会迭次反对，未获允准，而且各乡举办自治纷纷效尤，

导致驱逐僧众、暴力抢夺寺产之事频发。僧众屡至僧教育会商议办法，后纠集二三百人，至知府

衙门跪香，请求豁免，亦未解决问题。后僧人至万寿寺，与自治公所职员大起冲突，将公所什物

捣毁一空，经鄞县郑大令调解而临时解散。瑔瑥地方自治议员与寺僧的冲突却自此拉开序幕。各处

僧众１０００余人陆续云集甬镇，鄞县郑令恐僧人入城滋事，不准其入城；僧教育会遍贴通告，约
束僧徒，在万寿寺召开大会讨论办法；自治会也召集绅学各界，连日秘密会议。宁波府邓太守和

鄞县郑令，见此情势，迅将实情上禀浙抚。在此期间，绅、僧两派函电纷纷，互相指责，僧俗摩

擦不断，僧人与巡防队殴斗，致伤防勇４人，僧徒２人亦伤势严重，且１名僧人殒命。瑔瑦事态严
峻，各方均筹议办法，力求平息事件。

宁波府僧教育分会控诉该县众多寺庙被作为地方公产拨归自治公所，导致僧界恐慌，力请政

府收回成命。宁波知府审时度势应允了僧教育会请求：寺院庵观不在城镇乡自治章程第五条所列

各款内，鄞县城区以万寿寺为自治公所，必须双方协商妥当，不能直接将城厢万寿寺等十余寺作

为地方公产。瑔瑧鄞县自治机关却认为，从县志来看，该寺为唐周景运年间所建，为本地公产无疑。

该寺五月间因藏秽窝赌，曾被巡警局拿获，按例理应将寺封禁。况在万寿寺设所，已得浙抚批

准，各乡公所多恃寺观而建，若将咨部核定之案再做变更，寺僧定会援案反对，对自治前途大有

危害。宁波知府反对这一主张，认为该寺本非地方公建，不应看作地方公产。住持不守清规，藏

秽窝赌，应罚住持，与寺庙无涉。重申若借用万寿寺部分房屋，必须经过双方协商，不能单方面

收为公产。这一意见得到浙抚认可，“仰即转饬遵照并饬该分会知照”。瑔瑨然而，自治会绅董认为，

寺观早被列入公产清查范围之内，且清查章程亦经地方官绅公同认可并刊册印发，现官府却态度

忽变，执意要求宁波府说明理由以释群疑。该绅董的要求遭到宁波知府严厉斥责。瑔瑩县令亦做自

我检讨，希望自治议员顾全大局，和平解决争端。瑖瑠

浙江巡抚增韫秉持息事宁人态度，分别对鄞县城区自治会、鄞县郑令、以及僧教育会各打五

十大板，以便能够速结此事。他首先告诫鄞县城区自治会，个别僧人聚众闹事，应通过正当途径

解决，不能意气用事。借用庙产必须双方达成协议，严禁抑勒庙产行为；瑖瑡他告诫鄞县郑令，自

治会借用寺院，必须遵照僧立教育总会禀准章程办理，若寺僧腐败则更换住持，不得擅提寺产，

僧众逞蛮应督同僧立教育分会共同整顿约束；他告诫僧教育会，严格约束僧人滋事，不能任其逞

蛮，借用寺产，须经绅僧双方协商办理。瑖瑢面对如此结果，鄞县自治机关无法接受瑖瑣，指责官方袒

护僧众，恼怒至极，呈诉谘议局 “开会表决，全体辞职并汇缴执照。”瑖瑤谘议局对僧教育会制定的

租用寺院章程亦不认可，认为施行细则内所添条文不可行。瑖瑥但浙抚坚持前议，强调征用庙产须

经双方协议，才不致因场所问题再起冲突。瑖瑦

当事人、参议者依据自身认知和利益诉求，各取所需地运用清廷征用庙产政策行事，因而呈

现出前后矛盾的改制思路和多岐性分析方法。风潮爆发前，为完成清廷督催的宪政指标，地方政

府希望通过征用庙产，能快速达成政绩，赢得声誉，因此征用庙产不遗余力。而后地方官府态度

大变，则是事态恶化催生的结果，地方风潮大起，会危及地方官员仕途与政绩。莱阳民变爆发

后，朱槐之、奎保、杨耀林、孙宝琦均受到不同处分；瑖瑧广西全州知县周岸登饬派绅士征提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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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引起变乱风潮，清廷将其撤职查办便是显著案例；瑖瑨湖南长沙饥民抢米事件爆发后，时任湖

南巡抚的岑春被清廷革职，均折射出处事不当导致的官员个体损失之大。瑖瑩

从地域上说，清末僧俗庙产纠纷及寺僧暴动遍及全国，新政期间各地对民间庙产的征用掠

夺，是国家依靠强迫手段促成，必然会激起宗教人士强烈抵制，庙产问题成为牵涉各方利益的敏

感问题。对民间庙产的侵占和掠夺，确实能够减轻举办地方自治的财政压力，对推进国家政治近

代化进程起到一定作用。但这种放任征用民间庙产的行为，激化了政教和教俗矛盾，无视僧道和

信徒的经济利益及此类群体的精神信仰依赖，必然会引起这一团体的强烈反对。清季新政改革在

财政困绌背景下冒进实施，连带孕生的诸类矛盾，确系朝野各方必须面对的难局。其得失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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