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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日，
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馆的一位助
理向远在大西洋的伦敦拍出一
份紧急信函。这份书信于6月27日
到达上海，一周后送至香港，并
立即寄往通向远东的海底电报
的终点处戴高乐角。7月23日，电
报由戴高乐角拍出，两天后，此
急电终于抵达伦敦。内容就一句
话：“法国领事馆、仁慈堂、法国
的大会堂全在焚烧中。法国领事
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几名法国
人全被害死！”

刹那间，整个欧洲沸腾了。而
就在此刻，普法战争已爆发一周。
欧陆有战事，法国将怎样处理中
法教案？清廷又当如何应对？

崇厚惹祸端

此时坐镇津门的官员名叫
崇厚。此君系满族镶黄旗，本姓
完颜，是如假包换的金代皇室完
颜氏的后裔，可谓出身名门，累
世显贵不绝，曾涌现出五代进士
的佳话。崇氏拥有举人头衔，这
对于一个满人，已属不易。他真
正发迹，还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
说起。1858年，崇氏协助僧格林沁
襄理天津海防，开始频繁与西方
各色人士接触。两载后，咸丰北
逃，留下恭王处理和局，恭王毫
不犹豫举荐才识练达、办事细密
且谙熟洋务的崇厚作为左膀右
臂。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咸丰还
对崇氏之能力不以为然，“崇厚
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
不过士别三日，崇氏已堪当重
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
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

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
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
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
加恩赏给侍郎衔”。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
恭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
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
恭王上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
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
厚经恭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
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
年。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
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中华帝
国对外关系史》作者美国人马士
曾指出：“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
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
却不是一个外交家。”此评价大
体不差，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
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
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
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
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
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

1870年初夏的天津教案将社
会的不满推至顶峰。当年5月，天
津连续发生几起迷拐幼童事件。
6月初，居民又在河东义地坟场
发现多处幼童尸体，“死人皆由
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
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
按照谣言产生的公式：谣言=事
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既
然天津每家每户都有小孩，加之
天主教堂对外相对封闭，切身的
利益与信息不对称相叠加，于是
传闻四起。最典型的版本便是天
主教挖眼剖心，炼制丹药。好在
当地官员应对还算迅速，21 日 ,
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及知

县刘杰押带嫌犯数人前往教堂
查验，一切尚算顺利，双方达成
协议，即将结案。然而到了正午，
一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与围观者
发生冲突，众人围聚教堂。崇厚
派人弹压无果。而此际法领事丰
大业又大闹通商大臣衙门，并向
崇厚连射两枪，险些结束了他的
性命。崇氏如惊弓之鸟，赶紧暂
时退避。而丰大业仍不罢休，先
是于官署内怒砸一气，后一边怒
吼“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
姓”，一边冲向天津官民，并再度
开枪伤人。性情本就豪爽刚猛的
天津百姓见此情形，再也按捺不
住，“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
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
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
毙”。气势汹汹之百姓乘势攻入
领事馆、教堂等处，三个小时内
殴毙法、俄、英、意大利、比利时
等随员、修女及居民二十人。各
国使节闻讯无不大惊失色，法、
俄、美等七国联衔照会总理衙
门，要求速速彻查此案。

哑巴吃黄连

7 月 8 日，曾国藩抵天
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
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
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
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
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
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
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
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
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
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
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
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
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
一问责，彼时教案的最高责
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
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
处置，崇氏须负主要责任，地
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
而崇厚头顶有恭王这层保护
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也
奈他不得，唯有哑巴吃黄连，
默默生闷气。

更让曾氏揪心之事还在
后头。曾、崇二人于21日递上
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
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

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
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
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
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
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
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
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
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
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
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
众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
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
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
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诸人有
意删改，还是崇厚暗做手脚，
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
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
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
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自
然有口难辩，慨叹“外惭清
议，内疚神明”。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曾、
崇二人皆希望力保和局，不
轻启衅端。但二人目的却迥
然不同，曾是欲图顾全大
局，实现还洋人清白与给百
姓交代两不误。而崇更多考
虑取悦洋人，不惜付出一些
较重的代价，也要达到息事
宁人的结果。难怪李鸿章指
责其“平日谄媚彼族过甚，
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
触机一发，遂不可制。否则，
传谣已久，何不出示谕禁？
何不派兵弹压？盖不为民所
畏信耳”。而远在湖南的郭
嵩焘从曾纪泽处了解到天
津官场大致情形后，“始知
崇地山（崇厚）之奸险。湘乡

（曾国藩）于洋务亦具有苦
心矣”。

曾、崇二人虽共处津门
办案，不过同床异梦、貌合神
离罢了。

结案代价大

遇到“猪一样的队友”，
曾国藩心情大坏，身体更每
况愈下，导致病情加重，25日
办公时竟呕吐不止，“历三
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
云，脉象沉重”，暂时无法理
政。急于结案的崇厚，于是
奏请再派重臣来津办案。清
廷之反应甚快，26日便指派
江苏巡抚丁日昌协同办案，
同时谕令工部尚书毛昶熙
赴津会办。

丁、毛二人抵津，从一定
程度上确实有助缓解曾氏身
上之重担，但案件进展依旧
缓慢。法国公使罗淑亚心知
本国政府正忙于同普鲁士开
战，根本无暇顾及教案事宜，
但他自忖清廷信息闭塞，故
与他国形成攻守同盟，依旧
摆出一副强硬态势，声称必
须处决天津知府、知县及天
津提督陈国瑞（此君自始至
终未参与教案，可谓典型的
躺枪）三人，赔恤银两数百
万，惩治凶手必须三四百名，
并且今后驻兵津沽由清廷出
纳兵费。这些要求自然远远
超出了曾国藩的心理承受底
线，他只能一边审案，一边与
罗淑亚等公使软磨硬泡。而
在另一边，总理衙门天天催
促结案，曾夹在当中，如小媳
妇般叫苦不迭。案件“虽系混
星子起事，及至事后即平民

亦与誓同生死，竟有牢不可
解之势”，已抓到的犯人，彼
此互相串供，没抓到的犯人，
家家户户帮他们藏匿，“所拿
之犯坚不认供，无可奈何，极
为棘手。见讥清议姑置不论，
目下实难交卷”。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两
件事情打破了这种胶着态
势，一是普法战争的消息已
传到国内，法使罗淑亚担心
清廷因此事态度转为强硬，
故自己不再坚持之前的一
些过分要求。二是8月22日两
江总督马新贻横遭刺杀身
亡 ，即晚 清著名 的“ 刺 马
案”。此事件引发官场一系
列调整，朝廷命曾国藩再任
两江总督，其爱徒李鸿章执
掌直隶，丁日昌火速返苏暂
理大局。

最终，教案历时四个多
月，终在当年10月22日结束。
清廷付出的代价堪称沉重：
罢免天津道周家勋，将天津
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
黑龙江，正法罪犯18人，充军
25人，赔偿损失50万两。这场
极端的中外冲突，连带引发
了津门官场的大地震，当地
整个领导班子成员全军覆
灭，甚至波及部分朝廷大员。
虽说曾国藩未受牵连，全身
而退。然他苦心经营一生的
清誉因中法教案这短短的三
个小时毁于一旦。

据人民网

中法教案“大黑锅”
险压死曾国藩

曾氏背黑锅

若想金蝉脱壳，就必须找人
分担责任。崇厚脑海中立即闪过
了一个人的名字：曾国藩。

次日，崇氏便给总理衙门写
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
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
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
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
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
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
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
持大局。恭王心领神会，23日便
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
件”。于是崇厚身上的担子轻了
一半。紧接着，崇氏又上折请求
朝廷治罪。然这篇折子的内容却
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
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
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
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
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
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
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
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
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
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

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
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
碗。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
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
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
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
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
而已。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
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
堪称极其不佳。就在当月，沉疴
新疾一并而至，曾氏脾胃亏弱，
一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
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
半身不遂之可能。故收到朝廷
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
天 津 洋 务十分棘手，不胜焦
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
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
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
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
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
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
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
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
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
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
不敢有所诿耳”。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
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
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
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
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
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
测”。于是他将手头暂置一旁，用
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
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
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
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
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
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
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
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
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
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
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之后曾将身后之事详做交
待，并嘱咐兄弟二人“余若长逝，
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
为便”。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
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
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
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
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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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像

11887700 年年 55 月月，，天天津津连连续续发发生生几几起起迷迷拐拐幼幼童童事事件件。。66 月月初初，，居居民民又又在在河河东东义义地地坟坟场场发发现现
多多处处幼幼童童尸尸体体，，自自此此浮浮言言大大起起。。2211 日日正正午午，，一一名名法法国国领领事事馆馆人人员员与与围围观观者者发发生生冲冲突突，，众众人人
围围聚聚教教堂堂。。崇崇厚厚派派人人弹弹压压无无果果。。百百姓姓乘乘势势攻攻入入领领事事馆馆、、教教堂堂等等处处，，三三个个小小时时内内殴殴毙毙法法、、俄俄、、
英英、、意意大大利利、、比比利利时时等等随随员员、、修修女女及及居居民民二二十十人人。。法、俄、美等七国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
速速彻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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