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神助拳，义和团》 揭帖

张 守 常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篇幅较长、 流传
很广的一首揭帖。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就为这一揭帖题名作 《神助拳，义和团》。这一揭
帖宣示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思想凭借、打击对象和斗争手段及其目的和理想。可
以说它是义和团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是许多义和团揭帖中最重要的一件。

本文拟就笔者所见到的这一揭帖的不同版本及有关材料，对它的缘起、 流传和内
容，做一些粗浅的说明。

一、 记载和流传

这一揭帖，我见到有7种版本，其中3种流播于天津地区，是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诵
记录下来的，两种是京津之间农村口头流传的采访记录，一种是当时传至山西的记录，
一种是在直鲁边界地区口头流传的调查记录。现在分别记述如下 （以甲乙编号） ：

甲 本
日人佐原笃介、 浙西沤隐同辑 《拳匪纪事》 卷二 《匪乱纪闻》 第4页①：

义和团在天津各处，遍贴匿名揭帖，其词曰：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 俄罗势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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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乙 本

粤东侨析生、白缙云 （均为杨凤藻之化名） 《拳匪纪略》卷三第23页 《租界守御》①：
租界在津郡之东南，北至海河，南至泥城门，东至梁家园，西至先农坛。甲午

一役，日本索租界，乃划与先农坛以西至闸口止……租界所传匿名揭帖与外间迥
异，不知其何自入，复何自传也。其词曰：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神发怒，佛发愤，派我下山把法传。
我不是邪白莲。一句咒语是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下八洞各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法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以上是记载这首揭帖最早出版的两种书，所记都是在天津流传的。
丙 本

《近代史资料》 1957年第1期第18页 《庚子 蜂录》 之 《义和团乩语》 其一②：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

平。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庚子 蜂录》 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存抄本。原抄录者佚名，内容全为义和团运

动时的文件和记事，从记有 “裕禄请乩问民教失和事” 一类的话看来，这个本子也是
在天津地区抄录的。

丁 本
廊坊文化馆 《义和团调查记录》，1959年春调查，张守常过录本，现藏廊坊市社科

联，第52—53页，《歌谣神助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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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葛学孟，81岁，安次县城西12里西储村人。他给说了一首长的歌谣：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欢 （劝？） 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圣忘主天。
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天也怒，仙也烦，一统天下把道传。
非是龙，非白莲，独会咒语说真言。申黄表，清香烟，请下各洞活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扶持人体把拳翻。兵法易，全学完，要平鬼子不费难。
掀铁道，拔线杆，紧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国尽萧然。
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锦江山。弟兄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尽成兵。
愚蒙王法仙人境，定灭洋人一扫平。

按最后4句，参照丙本，应是附在揭帖之末的一首诗，口述者葛学孟老人，在60年
之后，记忆不清，遂连在一起。除去后4句，只剩22句。前三种版本都是26句，那是当时
就记录下来的全文，这里少了4句。农村老人在60年之后全凭记忆口述，才遗落了4句，
也很不容易了。

戊 本
《民间文学》 1959年3月号第84页，刘崇丰搜集的 《义和团歌谣》 十七首之一：

兵法书，全学完，要平鬼子不算难。掀铁道，拔线杆，接着打沉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眼看就要快玩完。

这是从京南固安县板家窝一带农村口头搜集来的，仅余6句，比上一首尚能记得22
句的就差多了。若不是有这一揭帖的全文可资引证，就不敢说这几句是 《神助拳，义和
团》 这首揭帖中的片段了。

己 本
乔志强编 《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第1页 《义和团揭帖一则》①：

光绪二十六年传单

山东圣府传见。如不传刀砍之罪。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拳 〔奉〕 教。自信天。
不信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天无雨。地焦干。都是鬼子支住天。神也怨。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连 （莲） 。念咒语。请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各洞，众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扶着身体把拳玩。兵法术。都学全。要平鬼子。不废（费）难。
握 （挖） 铁道。拔信杆。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德国。心胆寒。英法美俄。尽消然。洋鬼子。尽灭完。大清一统锦江山。

……庚子。六月十一日 （1900年7月7日） 由获鹿县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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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编者说明，标点悉照原件。
从直隶省获鹿县往西经井陉县便进入山西省，这一揭帖便是从这条孔道从直隶传

到山西的。这里根据的是揭帖原件，24句，比当时在天津一带流传的少 “如不信，仔细
看，鬼子眼睛都发蓝” 两句。这一揭帖当产生于正定会议之后 （详后），获鹿即在正定
之西，则这一揭帖或更接近于初稿。少的这两句无关宏旨，或是流传到天津地区以后添
上去的。

庚 本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第315页①：

当时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写有白纸揭帖，到周围各村传抄，其内容是：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
天爷恼，仙爷烦，一同下山把道传。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
掀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鬼，心胆寒，英美德俄尽萧然。
洋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
帖上又写： “山东孔庙传抄”。 “谁要不传，刀砍嘴子”。 “河北南宫梨园屯公社
 固村 张治贞 84岁 1960年”。

据口述者说，这是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传抄的揭帖；阎书勤和赵三多一起在梨园
屯起义，赵三多参加了正定大佛寺会议。这一揭帖当是正定大佛寺会议的产物 （详后），
那么由阎书勤来传抄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不过原件已佚，这里是一位84岁的老人，在
事隔60年之后，凭记忆口述出来的，只有14句了，但这一揭帖的主要内容还是大体齐
全的。

“谁要不传刀砍嘴子” 一句费解。己本有一句 “如不传刀砍之罪”，嘴罪同音，子之
音近，“刀砍嘴子” 当是 “刀砍之罪” 之讹。

二、 校 勘

这一揭帖是由传写和口头传述而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述，会产生字句的差异；传写
时也会有改动，乃至由于传写者的文化水平不同，还会产生错讹字。因此，各本字句颇
有出入。为了准确地解释这一揭帖的内容，有必要对上述诸版本作一番校勘。

1960年前后，我和周衍发同志合作，编了一本 《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
选》，署名程英，把这首揭帖编了进去，题作 《只因鬼子闹中原》。那次根据当时见到的
上述甲、 乙、 丙、 丁4个本子作过一次校勘。上述戊本，因只有6行断句，另和 “砍电线，
扒铁道” 内容的编在一起去了。这次又得见己、 庚两个本子，共7个本子，再作一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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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整理如下：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萧然。
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锦江山。

这样整理，也不敢说完全恰当。逐字逐句地说明为什么从此本而不从彼本，太琐碎
也无必要。现只择要说明如下：

“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丙本、 丁本、 己本均作 “自信天”，盖天主
教劝人奉教，只信天主，不信其他神佛，连祖先牌位也不许供奉，故云 “不敬神佛忘
祖先”。甲本、 乙本作 “乃霸天”、 “真欺天”，与 “自信天” 意思正相反，和上下文似不
相连属，虽然也讲得通，但恐非原意；丙本、 己本皆当时抄传原件，丁本来自老人传
述，亦作 “自信天”，当非偶然。甲本、 乙本或系抄入书稿时所改。下句丁本作 “不信神
圣忘主天”，由农村老人口头传述，字句有讹误，已不通。丙本作三三句 “不信神，忘
祖先”，和全篇句法格式 （即上句为三三字句，下句为七字句） 不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 丙本、 己本作 “男无伦，女行奸”，比较自
然。甲本作 “女鲜节”，不叶韵。乙本作 “女无节义男不贤”，叶韵了，但又太文了，显
然是文人或印 《拳匪纪略》 的编者改的。下句丙本、 己本作 “鬼孩俱是子母产”，此皆
当时传写件，当是原始面貌，唯 “子母产” 不知怎样讲。乙本作 “鬼子不是人所添”，则
流畅自然。甲本改 “添” 作 “生”，不叶韵，盖不知北方人把生孩子叫作添孩子。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丙本、 己本、 庚本作 “地焦干”，前两者系
当时传写件，较近原貌。 “焦干” 者，如烤焦了一般的干，北方有此口语；“地发干” 虽
也顺口，但不如 “焦干” 之更能形容当时干旱之严重。甲本、 丙本、 庚本作 “止住天”，
丁本作 “遮住天”，从字义上看比 “止住天” 更妥切。 “遮” “止” 音近，诸本作 “止”
者，当是口传笔录时的讹误，因 “止” 易写，“遮” 字对文化水平低的人来说，可能不
会写，甚至认不得。庚本又讹作 “支住天”，字义相去更远。

“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这两句各本出入最大，这里以乙本为准。乙
本为当时传写件，字句也通俗流畅。上句甲本作 “神爷怒，仙爷烦”，庚本作 “天爷恼，
仙爷烦”，神仙二字拆开连用。但 “神爷” “仙爷” 口语间少此叫法，“爷” 当是 “也” 之
讹。 “天爷”常见于口语间，可能有人就是由此而改的。但天仙并提不若神仙之自然，且
“天” 字前面已连用，重见不好。

“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 下句盖谓 “神仙附体”，传习拳术。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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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是当时拳场的术语，某神仙附在某人身上，便可以练拳了。甲本作 “扶助人间把拳
玩”，乙本作 “扶助大清来练拳”，大约是 《拳匪纪事》 和 《拳匪纪略》 的编者所见的
揭帖 “附” 字作 “扶” （己本即作 “扶着身体把拳玩”），而又不懂得 “附体” 一词，遂
予改窜。惟甲本和己本、 庚本，均作 “把拳玩”，民间谓练习拳术为 “玩 （加儿字尾音，
轻读） 拳”，这样说更符合群众的口头习惯。

“兵法艺”，是从 “兵法武艺” 这一说书唱戏常用的词，因而也是从群众所熟习的
词来的；但这里是三字句，便省去一个 “武” 字。不过人们读起来，这个 “武” 字会作
为无声的字在这里的字缝间出现的。 “兵法” 指用兵作战的韬略即军事理论而言，“武
艺” 指临阵交锋的武打技艺而言，两者俱精，才是文武全才。戊本作 “兵法书”，只指
前者而言，不全面；且广大义和团员多不识字，万无只谈书本不提武艺之理。己本作
“兵法术”，“术” 或系 “书” 之讹，否则，“法术” 虽可成词，但在这里，“兵法” 一词
是不能拆开的，若再缀一 “术” 字，便不通。甲本、 丙本作 “兵法易”，把 “艺” 讹为
“易” 亦不通。

三、 由 “神助” 说到这一揭帖的缘起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深入，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19世纪末在中国大地
上兴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这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是以义和拳和义和团的名义搞起来的，却是有其偶然性的。这一名称来自山东冠县梨园
屯 （今属河北威县） 反教会斗争。梨园屯及其附近共18个村庄 （24个自然村） 是属于山
东冠县的 “飞地”。在卫河以北，直隶威县境内。南距冠县城130里。这里有座玉皇庙。洋
教会拆庙修教堂，村民反对，引起争执。清政府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指令山东地方官
偏袒洋教会。秀才王世昌等出头告状，反被革去功名，并遭监禁，人称 “六大冤”。于是
以阎书勤等贫苦农民为首的 “十八魁” 挺身而出，开始了武力斗争。教士上告官府，官
府派兵镇压。阎书勤等向威县沙柳寨 （在梨园屯西南十余里） 的著名拳师赵三多求援，
拜赵为师。从此赵三多参加了梨园屯的反教会斗争，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义和拳和义和
团的名号就是由赵三多提出来的。

和赵三多同村，做过赵三多文书的郭栋臣老人，1960年80岁时谈到赵三多把他练
的梅花拳改称义和拳的经过：

赵三多擅长梅花拳，他是大门，收的徒弟很多。当时威县民风尚武，在沙柳寨
以西、 以南各村落中，都设有练梅花拳的场子，聘有教师。各处教师对赵说： “你
用梅花拳起事，将来皂白不分，牵连到我们身上，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全不同意。”
赵对他们说： “既然这样，我不用梅花拳名义，改名义和拳，自然与你们无干了。”
同时赵又对他们说： “如果我干不成失败了，到你们这里来避难能不能保护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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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师齐声说： “到那时你一处住一天，保管你住不过来。” 由于赵三多所成立的义
和拳，是从梅花拳演变来的，所以对于画符、 念咒、 烧香、 下神等一概没有。他既
不迷信，可是也不反对迷信。①

赵三多的义和拳，“对于画符、 念咒、 烧香、 下神等一概没有” 这一情况，当地其
他老人也说过。梨园屯西村的张老和 （1960年83岁） 说： “义和拳不烧香念咒”②。南官侯
家村的侯景村 （1960年72岁） 说： “义和拳不念咒，不喝符”③。这一情况在整个义和团
运动中是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由此可知，赵三多的义和拳，和劳乃宣在 《义和拳教门
源流考》中所提出的早在乾嘉时期就被作为邪教而严禁的义和门并无关系。赵三多的义
和拳来自民间武术梅花拳，而非来自于民间会道门义和门的义和拳。

赵三多是因不便再用梅花拳的名义才改称义和拳的。那么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名
号呢？这和当地有叫义和团的乡团有关。

上述郭栋臣老人在1957年写给侯斌的一封信中说：
在同治五年，捻军占了河南，畿南防务吃紧。清御史陈径 （廷经） 奏明清廷，

办畿南的团练，协同官兵布防。当时前河南巡抚郑元善退职在家闲居。清廷下令直
隶总督刘长佑，委派郑会同直隶大名顺德广平道台范梁，督同所辖三府二十七县
官绅办团练。各县团练办起，各县均有团名： 威县城南系志和团，城东配义团，城
北义和团，该团团总系赵老广，文生，北台吉人……同治末年，地方平静，团亦
解散。到光绪二十二年，地方不靖，直隶总督王文韶下令大广顺道，将所辖这二十
七县团练从新办起，还按旧区，与从前的人继续办。人若死过，叫他的子侄兄弟接
办。威县县官张联思按令办起。城北义和团团总赵老广未死，还继续为团总。

二十四年，赵三多争庙起事。天主教曾要求齐集乡团布防，以抵赵三多。团总
与各村团绅开会讨论，赵三多不是反叛，不是土匪，又在山东地方为的争庙，与
天主教私斗。和与 （疑衍一字） 团无干涉。团不能布防齐集先起衅。再者团勇玩义和
拳 （的） 亦不少，恐起内讧。赵团总未答复要求。各天主教村民众举魏村李老明、天
主教会长潘村张老蕊、文生赵庄任老计三人为团总副，另立一团，改名义和会，以
抵赵三多，这是二十四年的事。④

从上引郭栋臣老人的信中可以看出，威县义和团 “团勇玩义和拳 （的） 亦不少”，
也就是说团勇中有不少是从赵三多习拳的徒弟；反过来说，随从赵三多参加梨园屯反
教会斗争的拳众，有不少也就是义和团的团勇。赵老广为团总的义和团是乡团组织，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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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郭栋臣的亲笔回忆——关于冠县义和拳的二三事》，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编《山东大学
文科论文集刊——义和团运动研究专辑》，1980年11月出版，第155页。

②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64—265、
266、267页。



三多为教师的梅花拳是武术组织，两者是不同性质也不同系统的两种组织。然而就其具
体成员来说，却有不少是一身而二任的。所以，赵三多改变拳名时，考虑到他的徒弟中
有不少就是义和团的团勇，于是也就采用 “义和” 二字为拳名。或者还因为义和团是成
立于同治年间，有30年历史的乡团，在当地已有影响。赵三多便用其团名为拳名，也有
借重其影响、以增加反教会斗争声势的意图。当地教会势力也想请赵老广的乡团“布防，
以抵赵三多”。赵老广不介入，于是教会方面 “另立一团，改名义和会”，这显然也有借
重义和团影响的意图。这一点或者也可以作为赵三多特意采用 “义和”二字为其拳名的
一个旁证。如果不是如此，为什么赵三多单单采用这两个字而不采用其它字眼呢？

赵三多不仅借用威县义和团的 “义和”二字为其拳名，而且进一步把 “义和团”三
字也借用过来了。

光绪二十四年署理冠县知县的曹倜，晚年回到原籍江苏江阴之后，常和乡人谈他
在外做官时的一些得意之事，后来整理成 《古春草堂笔记》 一书，其中有一篇 《解散
拳民》，说他轻装简从，亲到梨园屯，劝说赵三多解散了拳民，后来又召官兵把仍聚而
不散的 “滋事” 者镇压下去。他讲的情况有好多和事实不符①，例如这次 “解散拳民”，
就不是他一个官去的。这年三月曾有东临道陶锡祺、东昌知府洪用舟、临清知州王寿朋、
冠县知县曹倜、丘县知县李瑞祺5个地方官一同来到梨园屯地区的干集镇 （在梨园屯北
8里，今威县属），召集士绅商议处理梨园屯教案，将庙基判还村民，另在村边拨地基
给教民修教堂。赵三多亦被邀参加，并暂将拳众分散回家。来的是5个地方官，而不是曹
倜一个人来到这里运用其机智将拳众解散的。曹倜的记载有许多自我吹嘘或记忆不准
的地方，不过他记赵三多自称其组织名义和团，并说这个 “义和团起于三十年前”②，这
却不是曹倜所能臆造的。前引郭栋臣老人的信中曾说同治年间为防捻军而办起乡团，直
隶南部的大名、 广平、 顺德三府，由曾做过河南巡抚的郑元善督办，此事且有地方文
献可证。 《广宗县志》 （同治十三年刻本） 卷一二《三府绅士公陈郑中丞办团出力禀》说：
“郑绅 （同治） 四年以至七年督办团练。” 同治七年 （1868年） 西捻军失败，形势缓和，
随后团练也解散了。下至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正好30年。这种地方上的事，外省来
的曹倜是瞎说不来的。赵三多在对曹倜等5个地方官谈话时，把他领导的义和拳众，索
性说成就是当地早在30年前由官绅倡办的义和团，用以说明他领导的这一武装团体及
其进行斗争的合法性。

曹倜据以上报，山东巡抚张汝梅也就据以上奏，这就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出奏的那个 “为遵旨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的有名奏折。这是清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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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义和团史料》 上册，第269页。

宋文 、 刘绍刚： 《赵三多、 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见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义
和团运动研究专辑》，第95—97页。



义和团的名称，而这个奏折所根据的是曹倜的禀报，曹倜所根据的则是赵三多的谈话。
这个奏折引据曹倜等人的禀报说：

据称直隶、 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
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立
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
难。①

由梅花拳改称义和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说在梅花拳之前，还有一个 “创立乡
团，名曰义和” 的阶段，“继改称梅花拳”，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然而这一不符合
事实的说法却是由赵三多最先说出来的。

张汝梅在这一奏折中还提出： “谕饬绅众，化私念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 这里
自然包含有清朝官府把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纳入由官绅控制和领导的乡团系统的意

图，但是梨园屯的拳民斗争并不是按清官方的意愿发展的。
光绪二十四年秋，包括曹倜在内的5个地方官来到梨园屯处理教案，将庙基判还村

民之后，拳众暂时解散。四乡村民立即集资动手，不到两个月便在原址又修起了玉皇庙，
并且唱戏庆贺。教会却极端仇视，洋神甫到省城向张汝梅施加压力，张又令曹倜将玉皇
庙拆毁。曹倜伴同洋神甫带领清兵亲赴梨园屯拆庙，并图搜捕 “十八魁”。赵三多等被迫
于这年八月又聚众起事，打出 “助清灭洋” 旗号，进攻教堂，不久被直鲁两省调来会
攻的官兵打败。赵三多遂北走直隶，联络和发动反洋人的力量。在正定大佛寺举行的会
议上，他提出 “神助义和拳”。从此不拜神佛的义和拳和拜神佛的民间秘密宗教力量结
合起来，使义和团运动进入了迅速 “神化” 的过程，从而也就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

郭栋臣老人有一篇 《关于义和团缘起之补充资料》，是根据当年赵三多的一个随员
的口述编写的，其中有一节说的是关于正定大佛寺会议的情况：

赵三多离众人，赴北方滹沱河以北与运粮河两岸各县游走了一遍。刘化龙、朱
九斌 （按： 也是传习梅花拳的，秘密宣传 “灭清兴汉”、 “反清复明”，曾在梨园屯
参加赵三多的起义） 在保定以北、 京南，亦有些势力，在固安、 良乡各县与赵三
多的势力联成一气。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初八日凑着佛爷寿辰烧香为名，
在正定府大佛寺开了个秘密会议，到会的俱是各县各场的重要师父头。赵三多先把
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经过说了说，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完全成熟。有起，有不起的……
有一个姓李的是河间县人，他说： “我们有个办法，诸位老师与师兄们看行不行。
现静海、 青县、 东光各县有红门，暗里吃符念咒，叫铁布衫，会刀枪不入，能够
避火，不怕洋枪大炮，天天夜里练。他们那个拳未明开，信白莲教，现时老百姓很
信他们。他们宗旨与我们同是一样，与我们本不通气，不妨我们凑他一步，我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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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个办法……我们义和团是明的，到处亮拳开会，他与我们联成一气，也能
正大光明地亮拳开会。他们无有不愿意与我们联系，老百姓亦都信他们，这就好往
下搞了。众位师兄们看怎么样？” 姓李的说罢，刘化龙说： “李师兄这个意见很好，
京南这几县白门与黄门已联系妥了，只未亮拳开会哩。” 有一位姓赵的说： “我们
就这样办吧，祝师父 （指赵三多） 你看怎样？” 赵三多说： “很好很好，我们定名
叫神助义和拳。暂只说练拳保护自己的村庄，以免官家干涉，以后避免反清复明、
排满兴汉，以免两面受敌。将洋鬼撵跑，清朝就自倒。咱们一人进行一方面。李师兄
你们担任商 （交？） 河、 献县、 静海、 青县，刘先生你与朱先生在京南进行，我与
（此处疑脱一字） 师兄就在滹沱河两岸各县。以后有什么变化，随时写信，即传给
大佛寺老公师父。老公他是个僧道官，久住大佛寺。” 开完会大家均散去，只有赵
三多与原跟他来的人住了三四天，也就走了。临走又嘱咐老公： “这件重担全仗你
负担。” 老公说： “打仗我不行，送信我还做得到。” 自此散会后，到五月间，就有
设坛开场演拳的。官亦不禁止，每年四、 五、 六、 七几个月是演拳的季节亦成了习
惯。六七月更多了，十冬腊月各县就普遍了，官禁止亦禁止不住了。①

上述正定大佛寺会议，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以重要，就在于
赵三多把义和拳改称 “神助义和拳”，由此便使义和拳和各地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或者
说各种名号的会道门，“联成一气”，从而使义和团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

赵三多的义和拳并不拜神佛，他 “不迷信，可是也不反对迷信”。他接受建议而和
各地秘密宗教力量联成一气，是没什么困难的。不过从改称 “神助义和拳” 来看，“神
助” 之义和拳，也还意味着义和拳本身并无 “神”。

《神助拳，义和团》 这一揭帖的开头两句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是
很重要的两句。我们前面举出的7个版本，除戊本只剩中间片断，缺头少尾之外，其余
6个版本的开头这两句，文字全同，没有讹误。以 “神助” 开头，显然是大佛寺会议以
后添写的。本来赵三多改名 “神助义和拳”，因揭帖用的是三、三、七上下句的格式，先
说 “神助拳”，为了避免韵脚重复，就不便接着再说 “义和拳” 了，于是接了个 “义和
团”。原来是威县乡团名称的义和团，先经赵三多在和官员谈话时借用于前，由此这一
名称进入公牍；又经揭帖连用于后，由此又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义和拳和义和团便
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了。于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酝酿已久的这一场反帝大风暴，便
在义和拳和义和团的名号之下，迅速统一行动，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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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5—337页。又大佛寺内现存该寺住持意定和尚的功德碑，
碑文中说到： “方义和拳之始猖也，四方不逞之徒不期而云集于寺中者屡矣。借以设拳教为
名，实欲以肆其妖丑之计，势甚 而焰甚张，理喻之不能，势禁之不得。意定乃婉词以谢绝
之，且资送以分遣之。” 此碑立于1909年，已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故此碑文出之以不
赞成或反对义和团的口气。但是它也证明口头传述的大佛寺会议确有其事。



赵三多的家乡 “威县一带义和拳始终没有设坛请神”①，1898年以前在梨园屯进行
反教会斗争时如此，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如此，1902年赵三多参加景廷宾领导的
“扫清灭洋” 起义时仍如此。这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反而成了很特殊的例外情况。所以，
《神助拳，义和团》 揭帖中关于神佛的话，不是赵三多的，而是赵三多与之 “联成一
气” 的那些会道门的话。

如果赵三多不提出 “神助义和拳”，不和有上述神力的各地民间秘密会道门联为一
气，那么义和团是不可能那样快地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历史的脚步已走到要兴起一场以
农民为主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时候了，以别的一个可借神力的名号也会发展起来，
但不会是不要 “神助” 的义和团。

在正定会议上，要与之 “联成一气” 的红门等秘密组织，是 “信白莲教” 的。而在
揭帖上则又郑重声明： “非是邪，非白莲”，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关于义和团和白莲教的关系的研究，不能穿凿。义和团运动高
潮时期，可以说各地——特别是北方各种名号的会道门，或说是民间秘密宗教组织，都
参加到运动中来了。各种民间秘密教门的名号，见于故宫清代档案的就有150种。白莲教
是已在民间流传了六七百年的秘密宗教组织，就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也就是在义
和团运动前一百年，还爆发过一次由白莲教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战斗在河南、 湖北、
四川各省，坚持了9年 （1796—1804年），是清代在太平天国以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
起义。所以，对于白莲教，清政府有严厉的禁令。白莲教遗存下来的力量，为了便于活
动，便改个名号。中国是多神信仰的社会，什么名号的教门都能有人信奉。自然经济造
成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的严重的封闭性，也造成民间秘密宗教的分散性。各种名号
的教门，它所信奉的神仙、 坛场的仪式、 传习的咒语等，在其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
差异。有的掌教者，自知是白莲教，但其一般徒众则不一定知道。有的门徒另立一个名
号活动去了，那么他这个教门和白莲教的关系便说不上来了。即令保持白莲教名号的，
在长期秘密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差异，前几代和后几代不一样，此地和彼地的也不
一样。也有的教门是某地某人自发创立的，只要设坛奉神 （连神仙名字都可以创造），就
有来烧香上供的，若再加上降妖看病之类，就更能招徕群众了。这些民间秘密宗教有很
大的不稳定性，所以名号也特别多，而要搞清楚它们的源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上面谈
到的在静海、 青县、 东光各县的红门，自知是白莲教，提出 “非白莲” 来，表明自己
不是邪教，不干禁令，这是策略；那些和白莲教没关系或不知其有关系的教门，说
“非白莲”，则视为当然。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为了解除清政府进行镇压的借口，便
于开展自己的反帝爱国斗争。

最末两句，“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锦江山”，意思是，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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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北省文史研究组1959年1月7日写的一封信中说的。此信藏侯斌同志处。



都赶出中国去，恢复大清——也就是中国的统一完整的锦绣江山。这是中国亿万人民的
强烈愿望，也就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崇高目的。

如上所述，这件揭帖是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 四月正定大佛寺会议以后的产物，
是赵三多提出 “神助义和拳”，赵三多领导的不信神的义和团和各地信神的白莲教等秘
密教门 “联成一气” 以后的产物。它是许多义和团揭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它具有义
和团运动的纲领文件的性质。这个揭帖也集中反映了义和团求助于神仙传授法术以灭
外国侵略者的迷信逻辑。迷信来自农民的愚昧。而在当时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
他们积忿难平，要搞起反抗侵略者的大行动来，只能如此。但是，迷信神仙能把群众发
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却不能真的 “避住” 敌人的枪炮，结果是被镇压在血泊中，付出
了过多的牺牲。这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 黄春生）

   〔作者张守常，192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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