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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 △-：= Z 刁 

经济演变(988～1917年) 

雷丽平 

教 

【内容提要】 本文用俄罗斯传媒最新发表的档案资料，对十月革命前900多年 

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经济进行综合地深入研究和梳理，论述了东正教宗教经济是 

如何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宗教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争夺和斗争；国 

家又如何战胜教会；宗教经济对国家起着怎样的作用等等，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 

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总结。俄国的宗教经济，无论在旧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都曾对国 

家农业生产起着相当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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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丽乎，1961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长春 130012) 

一 俄国东正教会最初 500年的 

宗教经济(988—1480) 

东正教于公元 988年被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 

米尔(980—1015在位)引入俄国，在最初的 500 

年，它经历了俄国历史中的两个时期——基辅罗 

斯时期和蒙古统治时期。在基辅罗斯时期，东正 

教主要是在罗斯的上层社会传播发展；在蒙古统 

治的两个半世纪中，东正教逐步深入到罗斯社会 

下层，逐渐取代了原来民间的多神教信仰，结束了 

所谓的“双重信仰”时期，此时东正教才真正成为 

掌握绝大多数民众的“国教”。 

俄国东正教的发展壮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教会(教堂、修道院)数量和掌握的教徒 

数量的增加；二是教会经济实力的增长。教会经 

济实力的增长主要表现，是修道院经济实力的增 

长和教区经济实力的增长。俄国东正教会发展壮 

大的重要标志，是它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和增长。 

俄国东正教是从拜 占庭帝国(东罗马帝 国) 

引进的。最初来到罗斯的各级神甫，从都主教、大 

主教、主教到普通神甫都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 

牧首区)教会派来的。“在基辅罗斯，不仅最初的 

所有主教都是希腊人，而且最初的所有神甫和修 

道院也都是希腊人。”①据拜占庭编年史记载，在 

拜占庭基督教进入罗斯之前 ，君士坦丁堡教区的 

教士“不计其数”，多数教士没有神职岗位，过着 

忍饥挨饿的生活。当俄罗斯成为君士坦丁堡辖区 

内一个新教区时，一支支初具规模的“启蒙者”和 

“圣徒”团队便从拜 占庭教会的储备库里蜂拥而 

出。当他们来到罗斯时，虽然打着“圣徒”的旗 

帜，其实是一个个身无分文的乞丐。 

① 尼 ·米 ·尼科利斯基：《俄国汗国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3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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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上的贪得无厌便是所有赴俄国的 

希腊神甫的主要特征。这种贪婪成为俄国东正教 

会最初时期财富急剧增长的主要动因。 

大公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极力拉拢教会，他们 

为刚来到的希腊神甫修建了第一批教堂，并把 自 

己收入的 1／10捐给教会的教士们，让他们有立足 

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基地。如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受 

洗后，首先在基辅建立了圣母教堂，并将 自己从庄 

园和城市获得收入的 1／10捐献出来作为教堂的 

生活费用，所以这个教堂就被称为“什一教堂”①。 

到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1019— 

1054在位)时期，东正教会已形成很大的组织系 

统和经济上的谋利系统。东正教不仅在重要的城 

市中建立第一批主教区，而且还建立了一批很有 

名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罗斯的修道院是在雅罗斯 

拉夫当政的后期陆续修建的，此时教堂和修道院 

也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庄园和农民。这时期 

教会在经济上获取财富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主 

要方式包括：(1)从王公、贵族、领主那里领取赏 

赐，赏赐包括土地、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庄园、 

城邑以及各种金银财宝等等；(2)征收“什一税； 

(3)征收诉讼费；(4)征收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 

动费；(5)收取委任神职人员费；(6)收取礼拜的 

圣礼费；(7)收取各种罚金(行为不端犯事、犯罪、 

偷盗、打架斗殴、家庭暴力等)；(8)建立各种商业 

机构谋利；(9)放高利贷②。此外，教会还制造各 

种“理论来欺骗群众谋利。如他们宣传说，人死 

后灵魂的命运不仅取决于生前做过哪些事，还取 

决于死后活人为死人进行什么样的祈祷。他们 

说，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的祈祷结果是 

不一样的，找修道士(黑袍教士)祈祷 ，要比教堂 

白衣教士祈祷的能更快地被上帝听到。由于对祈 

祷仪式划分了等级，人们便纷纷到修道院找黑袍 

教士做祈祷。其结果是教会增建了许多追荐亡灵 

的修道院，获取暴利。当时还盛行从拜占庭传人 

的法律，即凡死者无子女又未立遗嘱，其人死后要 

将遗产的 1／3至 1／2捐给教会以便追荐亡灵。这 
一 法律的实施使许多王公、贵族，也包括有地农 

民，死后要把相当数量的土地、财产和农奴捐献给 

教会，加速了教会实力更快地增长。 

修道院经济是俄国教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修道院经济、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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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经济已形成独立经营管理的修道院式的农 

业庄园王国，甚至不受都主教区或后来的牧首区 

的控制。俄国的修道院是在“罗斯受洗”后约半 

个世纪陆续出现的。最早出现的修道院有两种类 

型：其一是由早期的“圣徒”创建，具有民间修道 

院性质；其二是由王公出资兴建，具有王公家族修 

道院性质。 

第一种类型的修道院，最具代表性的是基辅 

洞窟修道院，它由创建人“圣徒”安东尼于公元 

1051年创建。这里不仅是俄罗斯修道制度的最 

早创立者，也是俄罗斯早期文化研究中心，俄国最 

早的学者如伊拉里昂和涅斯托尔(《往年纪事》的 

作者)都是在这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因此，洞窟 

修道院不仅是俄国最早的文化科研基地，也是俄 

国最早的教会农业劳动模式和教会经济管理模式 

的开创者、应用者和引领者。修道院经济的发展 

也离不开宗教欺骗。如劝说人们相信这样的“理 

论”：凡死后葬入修道院的人，死后能得到宽恕而 

灵魂升天。这就导致许多王公、贵族和其他有钱 

人死后都把土地、财产捐给修道院，以求葬身修道 

院，灵魂升天。这些“理论”为修道院土地和财富 

的急剧积累和膨胀制造了人为条件。 

第二种类型的修道院，是王公出资修建，并供 

给最初的生活和生产费用。第一批这样的修道院 

建于 11世纪后半期和 12世纪前半期⑧，据 E．E． 

FO,TI6aH统计，在蒙古人侵前，罗斯共有 70个修 

道院④。而《俄国教会史》记载，从988年到 1240 

年共建有 1 16个修道院⑤。它们主要分布在古罗 

斯的商路两侧⑥。其中在普斯科夫有 4个，切尔 

尼哥罗德有3个，波洛茨克有4个 ，斯摩棱斯克有 

5个，加利奇有 3个，梁赞有 2个，弗拉基米尔一 

苏兹达尔有 14个，罗斯托夫有 8个。它们都是在 

① 尼 ·米 ·尼科利斯基：《俄国汗国史》，第33、38页。 

② 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47～148页。 

③ CnH~mna H．B．MOHalHeCTBO H MOHaCTbIpH B POCCHH 

(Ⅺ一X X BeKa)，M．2002．C．51，283，563． 

④ Fony6nn E．Hcropmq pyccKo~t uepKBH．M．，1997．T．1． 

BTOpag HO~OBHHa．C．508． 

⑤ MaKap~fl(BynraxoB)，Map．HCTOpHfl pyccxofi uepKBH． 

M ⋯ 1995．KH．3．C．668． 

⑥ CMOJII-lq H．K．PoccKoe MOHalLIeCTBO 988～1917．M． 

1999．C．28．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3年第5期 ·历 史 · 

封建割据时期由各国王公所建①。 

到蒙古入侵之前，俄国修道院基本的经济模 

式已经形成。在蒙古统治时期，又修建了276个 

修道院②。修道院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果 

说修道院最初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依靠王公的捐 

助，即“什一税”来维持经济的运行，到 12世纪后 

半期 ，由于教会已成为罗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修 

道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以土地收入为核心的农 

业经济。罗斯教会和修道院征收的“什一税”，是 

王公和波雅尔贵族向教堂和修道院捐赠的最初形 

式。罗斯教会的“什一税”，分为税收什一税、审 

判什一税、商业什一税，其中税收什一税是教会收 

人的主要来源⑨。 

到 13世纪以后，修道院的主要剥削形式通 

过大批 的土地 占有剥削这些土地上的领地农 

民。苏联史学家 M．H．齐赫米洛夫认为：“尽管 

修道院乐于接受王公和波雅尔 的捐赠，但需要 

的财富及其政治地位 的形成不在于这些捐赠 ， 

而在于封建土地 占有制。”④修道院敛财方式是 

多种多样的，如利用手中的司法权收取赎金和罚 

金；放高利贷；从事粮食、食盐等专利贸易，牟取商 

业利益以及经营商店、手工业作坊、货栈等牟取利 

益等等⑤。 

13世纪 30～4O年代，蒙古骑兵的入侵曾给 

罗斯的教会经济带来灾难 ，首先是宗教人员 的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些教士被赶到国外或是 

被迫逃亡，一些教士被杀戮。在都主教约瑟夫 

逃走后 ，“此后几 十年 当中，罗斯没有 希腊神 

甫”⑥。当蒙古人统治确立之后，很快意识到东 

正教会对蒙古统治的重要作用 ，开始对东正教 

实行宽容政策。13世纪 50年代，蒙古统治者给 

予了东正教会免税特权；1267年蒙古可汗又向 

东正教会颁布特许状，不仅免去教会贡赋，还规 

定教会各种不动产，也包括教士人身不得侵犯 ， 

免去教士劳役等。这就为蒙古统治时期教会经 

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比以前更好的条件。在蒙 

古统治的 13—14世纪，罗斯的各公国共修建了 

180个新的修道院，这时期在修道院还产生了一 

个新的职称——修士大司祭，这是对修士特别 

恩惠的最高职称⑦。 

二 莫斯科公国之后400多年的 

宗教经济(1480—1917) 

莫斯科公国的强大，在罗斯摆脱蒙古殖民统 

治(1480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开始了。莫斯 

科于 1147年建城，到大公伊凡 ·卡利达(1325～ 

1341在位)时期开始强大。1326年 由于莫斯科 

成为罗斯的政治中心，东正教都主教驻节地也由 

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 

米特里(1359～1389在位)在库里科沃草原上大 

败蒙古军队，标志莫斯科的强大已势不可挡。 

蒙古统治之下的莫斯科公国强大的过程，自 

始至终都得到俄国东正教会的支持。教会支持国 

家过程中也得到很多经济特权。包括商业贸易免 

税权和开放市场权等。当时在经济上已非常强大 

的谢尔盖一圣三一修道院和索洛维茨修道院等， 

都利用这种免税权，每年进行大规模的食盐贸易 

和其他贸易，大公还准许修道院向它辖区的商人 

和农民征税。有些修道院则通过开设市场赚钱， 

教会利用王公给予的特权大大壮大了自己的经济 

实力。 

瓦西里二世(1425～1462在位)是摆脱蒙古 

统治前最后一位大公，他在位时已非常重视东正 

教会在国家中的作用。1439年，整个基督教会在 

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会议，通过东西方教会合并 

的决议，并确立罗马教皇在东西方教会中的首席 

地位。这就意味着东方教会已沦为从属地位。此 

后，莫斯科大公决心让俄罗斯教会独立 自主，摆脱 

君士坦丁堡的控制。1448年，莫斯科召开地方会 

议，选举了俄罗斯人约纳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 

都主教”。瓦西里二世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实现了 

① CrlHHIIblHa H．B．MOHameCTBO H MOHaCTbIpH B Poccvm 

(Ⅺ一X X BeKa)，M．2002．C．51，283，563． 
② MaKapara(BynraKoB)，Map．HCTOpHfl pyccKo~ l~epKBn． 

M⋯ 1995．Kn．3．C．650． 

③ IIIaHOB丑．H． FocyAapCTBO lI uepKOB~皿peBHe矗 Vyc． 

X— XⅢBB．M．1989．C．77。161—163． 

④ BynoBHHII I4． y． MorlaCTbIpI,l Ha ryc． M 6opr~6a 
KpecTh~H C HHMH B X1V———XVl BB．M．1966．C．82． 

⑤ 约 ·阿 ·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4年版，第349、42页。 

⑥ 同上。 

( ItianOB且．H． Focy~tapcT80 H l／eprOBb ⅡpeBHen Vyc． 

X— X BIBB．M．1989．C．77：C．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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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莫斯科东正 

教会当然地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首脑。 

伊凡三世(1462～1505在位)时期，俄罗斯彻 

底摆脱了蒙古统治，莫斯科公国也成为真正的统 
一 国家，伊凡三世则成为统一国家的“君主”。到 

伊凡四世(1533～1584在位)时期 ，莫斯科国家进 
一 步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伊凡四世开始 自称 

“沙皇”。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俄罗斯东正教 

会和教会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教会经济的基本 

格局也开始定型。据都主教马卡里在他的《俄国 

教会史》中披露，俄国的修道院，988—1240年间 

共有 116个，1240～1480年又修建了286个修道 

院，从 1448～16世纪末修道院又新增了486个①。 

它象征着教会经济进入真正的成熟期。东正教最 

大的一些修道院，如基里尔一白湖修道院、谢尔 

盖一圣三一修道院、索洛维茨修道院等，已据有庞 

大的世袭领地，成为最大的农业庄园。这些庄园 

用教会特有的方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堪称当时 

俄国农业经济的典范。例如，16世纪的基里尔一 

白湖修道院，已建立起很先进的农业灌溉系统，开 

通了水渠，铺设了很先进的灌溉管道。还有一些 

修道院招募了手工工匠以保障修道士们生活和生 

产的需要②。 

16世纪中期，全俄大约 1／3的可耕地归东正 

教会所有，其中绝大部分为修道院占有。l6世纪 

60年代，约瑟夫～沃洛考拉姆斯基修道院占有土 

地 3万俄亩以上，基里尔白湖修道院占地 1．3～ 

1．96万俄亩及23个大村镇、3个中型村镇和数百 

个村庄。握有巨额资金的修道院还经常收购近郊 

更多被出卖的土地。此外，它们还用国家的俸禄 

购买土地。其结果，修道院不仅握有大片的可耕 

地，还附带毗连的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等以及在 

这大片土地上耕作的农民⑧。 

教会大地产的膨胀，侵蚀了国家的财经收入， 

教会在经济上成为“国中之国”的同时，国家经济 

则遭受巨额损失。国家如何对待教会土地和资产 

的过度膨胀，便成为国家对待教会政策中最突出 

的问题。16世纪末，教会内部爆发约瑟夫派与禁 

欲派的冲突，争论的焦点是修道院是否应该占有 

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以沃洛考拉姆斯基修道院院 

长约瑟夫 ·沃洛斯基为首的约瑟夫派，坚持认为 

教会和修道院应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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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索尔斯基为首的禁欲派，反对修道院占有大 

量的土地和财产，他们认为“靠用强力剥夺别人 

劳动而聚集起来的”一切财产对修道士来说是 

“致命的毒药”，修道士“应该以自己的双手劳动 

为生”，应该清心寡欲地修炼。支持这一派的有 

大部分波雅尔贵族和广大的农民。这次教会内部 

两派的斗争在俄国教会史上影响很大。伊凡三世 

大公政权最初也支持禁欲派的主张，这与他很想 

没收实力雄厚的修道院地产的想法完全一致。但 

约瑟夫派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在政治上又不 

断作出阴谋诡计，迫使伊凡三世不得不转而支持 

约瑟夫派。在 1488年和 1490年两次宗教会议 

上，主张修道士应过禁欲生活的禁欲派被打成异 

端，修道院应该占有土地和财产的主张被合法化。 

约瑟夫派的胜利为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继续膨胀 

取得了政治保障。 

伊凡四世执政后，大公 (1547年正式称“沙 

皇”)又提出了修道院土地国有化问题。1550年 

他颁布了涉及修道院和主教豁免权的第一个官方 

法令，要求高级神职人员府第和修道院周围形成 

的新村镇要与城市居 民一样 “依法”纳税。但 

1551年的宗教会议准许了教会保留领地权，只是 

其土地扩张要受到严格限制。由于 1551年宗教 

会议中约瑟夫派主教团的强大，最后伊凡四世也 

只能与教会达成妥协：所有的与教会的土地交易 

要通过领地衙门；波雅尔和农民(包括他们的子 

孙)因欠债而被修道院吞并的土地要归还；《百条 

决议》出台前教徒捐赠的世袭领地归修道院所 

有，《百条决议》颁布之后这类的捐赠要通过沙皇 

批准；不经批准修道院不得接受任何捐赠的世袭 

领地。这次宗教会议还宣布，已被确认的修道院 

的土地永远不得收归国有④。1580年召开的宗教 

会议，对修道院占有土地又有了进一步限制，规定 

拥有世袭领地的高级僧侣和修道士，不得向职员 

购买土地，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的”强占或扩充 

① MaKapafl(6y／IraKOB)MHTp．HCTOp~IU PyccKon L~epKBn， 
2一 e H3Ⅱ．M．1996．KrI．4．Flpan．C．359～385． 

② 111MeIIeB r． M． PyccKan llpaBocnaBnaa u印KOBB，ee 

Ae．qTeJIbHOCTb H 3KaHOMHKa Ⅱo H rlocJie 1917roaa．／／Bonpocbl 

HCTOpHH．2003．r． 11． 

③ O 印l(M HCTOpHH CCCP XⅣ一X V BB． ．Ⅱ，M．1953． 

C．39～40． 

④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版，第 152、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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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领地 。 

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这一个半世纪中，既是 

教会地产大扩充时期，也是国家与教会在地产争夺 

中的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是以相互妥协告终。 

从伊凡雷帝王朝结束到彼得大帝继位(1584～ 

1689)约 100年时间，是俄国政治大动荡时期。罗 

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1613～1645在 

位)，因其父(菲拉列特)任俄国东正教大牧首，又 

是“大君主”，与皇位并列，这位沙皇不可能对教 

会采取限制措施。一是 1649年出台的法典 ，明令 

规定禁止向修道院捐赠世袭领地以追荐亡灵；二 

是 1650年国家开始组建修道院衙门，该机构最初 

重点是要收回教会掌管的教会领域的司法权，进 

而剥夺教会的经济权，但修道院衙门在尼康宗教 

改革之后的1667年为平息教会的不满而被取消。 

彼得一世(1689～1725在位)继位后 ，据 见· 

E·瓦达尔斯基统计，1700年俄国 1 153个修道院 

中，有619个修道院拥有农奴①。彼得一世执政 

后，他对俄国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其中包括 

宗教改革。18世纪 2O年代之前，重点是进行宗 

教经济改革，即限制和剥夺教会的财富和地产、限 

制教会过多的干涉政权；20年代之后 ，重点是对 

教会进行政治改革。对教会的经济改革，主要是 

重开修道院衙门，并扩大它的职能和权限。1701 

年重新恢复的修道院衙门，把教会所有的行政的、 

经济的权力全部从牧首公署(后被解散)转移到 

修道院衙门。国家只把这些收人的一部分作为教 

士的俸禄和办公经费等返给教会。实际上是把教 

会一切收人尽数剥夺。彼得剥夺教会财产的理由 

是：既然修道士们没有遵循古代传统并实践 自己 

的诺言，没有以 自己的劳动供养乞丐，而恰恰相 

反，却坐收他人的劳动成果 ，就应该由修道院衙门 

来管理他们的收人和分配。新成立的这一机构宣 

布，没有沙皇和主教公会的同意，不得新建修道 

院，已有的要合并。通过这些措施，国家掌握了教 

会全部经济大权②。 

彼得一世宗教改革的政治部分，主要是取消 

牧首制，建立主教公会体制。这一改革在世界历 

史上也是著名的。1721年 1月 25日，彼得颁布 

诏书和《宗教章程》，取消教会的首领大牧首，由 

沙皇彼得出任“最高牧首”。取消大牧首的同时， 

也取消了牧首公署，代之主教公会管理教会。主 

教公会成员由沙皇在高级主教中选聘。同时决 

定，第一，由沙皇任命主教公会总监，由世俗官员 

担任，他是沙皇领导教会的全权代表；第二，自主 

教公会建立起 ，废除修道院衙门，由主教公会代 

之，而主教公会的大事由公会总监来决定。教会 

和修道院的土地和财富的管理权实际上不是由主 

教公会决定，而是由主教公会总监决定一切。总 

监之下设总监办公厅。 

彼得的宗教改革就是把教会变成国家机关， 

教会全部由国家即沙皇来管辖，其中教会的财富 

和土地实际上也是由国家管理。国家可以剥夺任 

何的教会土地，或让它们保留在教会。 

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是彼得 

之后另一位大规模剥夺教会土地和财产的沙皇。 

1764年 2月 26日，女皇颁布彻底剥夺教会财产 

诏书，这次行动使国家每年获得 150万(旧)卢布 

的增收。其中的46万女皇用于教会机关费用，25 

万用于残废人养老金，80万归国家支配。原登记 

在教会名下的91万男性农奴转为国有农民，他们 

归一个新设立的机构——经济院管辖，故称“经 

济农”③。 

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东正教对国家经济上 

的对抗能力基本消失，教会也失去了对抗国家的 

物质基础。当时神职人员的薪水都由国家支付，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类似于国家雇员。在国家编 

制表中的地方教会和教堂的数目也大为减少。未 

列国家编制表的神职人员，其生活来源主要有三 

种：一是土地划给每个地方教会不多(平均约 33 

俄亩)；二是操办圣礼所得的收入；三是广大教徒 

的捐赠 。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以后的教 

会，虽然仍是帝国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但其在经 

济上与国家抗衡的能力已基本消失，教会依附于 

国家。其标志之一就是主教公会总监的权力越来 

越大，处于沙皇一人之下，教会的万人之上。总监 

的办公厅已完全取代主教公会办公厅，高级教士 

要定期向总监办公厅汇报工作。到尼古拉一世 

( BaⅡapcKM J：1 ． E ． ~ccKoe npaBoclIaBrle ： BexH 
HCTOp~H．M ，．C．529． 

② UlMeIIeB r． M． PyccKa~ npaBocaaBHa．q ttepKoB~,，e 

~e,qTe／IbHOCTb H 3KaHOMHKa Ⅱo H nocne 1917rosa．／／BonpocJ,i 

~4CTOpHH．2003．r．Ⅱ． 

③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第 152、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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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1855在位)时期，主教公会总监一般可列 

席大臣委员会或国务会议，再后来则成为大臣委 

员会的成员。从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 

到尼古拉二世(1894—1917在位)，俄罗斯曾出现 

两个最“著名”、也是最保守反动的主教公会总 

监：一个是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 Ⅱ·A·托尔斯 

泰(1865—1880在职)，另一个是亚历山大三世和 

尼古拉二世前期的 K·兀 -波别多诺斯采夫 

(1880--1905在职)。他们牢牢地控制俄国教会， 

也牢牢地控制俄国的教育和国民思想。 

19世纪 80～90年代，俄国的修道院都可以 

设立由其资助的教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仅圣彼得堡的修女院就有 500名修女和700名学 

生。有的修道院附近还有附属男童技工学校，比 

如培养钳工、木工、皮革匠等技术人员①。 

虽然经过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教 

会土地和财产大规模的剥夺，但到 1917年之前， 

教会仍保留相当可观的地产。据统计，到 1915年 

之前，在俄国50个省中，教会占有土地达 190万 

俄亩，30万俄亩归神职人员私人占有。除土地 

外，教会还拥有不少商业企业和有利可赚的店铺 

以及大量的财产和金银珠宝、资金。到 19世纪 

末，主教公会每年向东正教神职人员发放 700万 

卢布的薪饷，而国库则发放 1 800万卢布给教会 

作各种使用。此外，教会还能取得数目不菲的捐 

款；还能从教堂土地、财产征税以及从银行存款等 

方面得到各种收入②。列宁在看到这些数字时指 

出，银行最大的储户是教会，它 的存款数额达 

4 600万卢布③。教会这些巨额收入，绝大多数都 

流进了 层神职人员的腰包。占神职人员绝大多 

数的下层，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祭祀仪式、捐赠 

来得到收入。农村的神职人员甚至要依靠自己耕 

种教堂土地的收入来维持生活④。 

十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会这个庞大的组织主 

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神职人员，二是广大教 

徒。神职人员也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修道院僧 

侣，亦称黑袍教士或黑神品，他们不准结婚，可升 

任主教。16～17世纪时，教堂僧侣由教士和教堂 

服务人员(执事、丁友等)组成⑧。在彼得一世取 

消牧首制时期(1721～1918)，最高职位是主教成 

员。各级神职人员是东正教会组织中的主体，是 

东正教宗教思想和宗教路线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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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教徒是一个无组织的、分散的庞大群体， 

靠共同的信仰来维持组织的统一。到 1917年十 

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东正教徒约为 1．15～ 

1．25亿 (几乎 占帝国居民的 70％，俄罗斯人 的 

100％)。这个教会还有大小教堂7．8万座(19世 

纪末为7万座)，神职人员 l2万人(19世纪末为 

l0万人 )，主教共 130万人，修道院和隐修 院 

1 253座(19世纪末为 697座)，修道士 9．5万人， 

还有 57所神学进修班和4所神学院⑥。 

在整个俄 国东正教会组织系统中，修道 院 

(尤其是大修道院)是最大的财富持有者；在宗教 

财富私人占有者中，高级教士(黑袍教士)是主要 

财富持有者。 

三 对十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会 

宗教经济演变的评论 

1．东正教进入俄罗斯后，其宗教经济实力在 

十月革命前的900多年历史进程中，总的趋势是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但这 

个发展前后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俄罗斯东 

正教宗教活动的发展，是不断剥夺或剥削俄国各 

阶层居民的结果。此外，也存在自身的再生产过 

程。俄国修道院经济在发展的初期(尤其在 14～ 

16世纪)，都垦殖了大量的禁地，尤其在东北罗斯 

更是如此。B．O．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生活的严 

酷、奉献的光荣吸引神职人员和修道院像农民一 

样砍伐森林，建立村庄，进行广泛的拓殖活动。”⑦ 

除垦殖荒地外，修道院还建立一整套的类似庄园 

经济的农业耕作制度和比较先进的农业经济管理 

① BaⅡapc肼 牙．E．Pycc：~oe npaBocnaBae：BeXH rlcTopmt． 

M ．．C．529．'7IeyirlH B．14．兀CC ．T．6．C．282． 

② CHHHI~bIHa H ． B． MOHaIJJeCTBO H MoHamecTbIpl,l B 

POCCHH(X I—x XBeKa)M．，C．270． 

⑧ IiiMeJIeB r． M． PyccKa~I FIpaBoc／IaBHa~[ II印KOBb，e∈ 

~e．qTe／IbHOCTb H 9KaHOMHKa )IO H rloc／le 1917roAa．／／Bonpocbi 

HCTOpHM，2003．r．II． 

( Ⅱe／IHn B．M ．nCC ．T．6．C．282． 

⑤ nOCOLLIKOB 14．T．Knnra o cKyⅡocnIM 6araTcTBe．M． 

1951．C．34．37～38． 

⑥ 鲍 ·尼 ·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大学出 

版社 2006年版，第 87页。 
⑦ ⅢKaⅡbBcKH盘M ．B．Pycc~aa 1-lpaBocaaBaaa I2epKoBb 

npH CTa,rlHHe H XpymeBe． KpyTm~KOe narprmpmee no皿Bopbe 

o6meCTBO mO6HTeJie~uepKoBH B H0蠡 HCTOpHH．M ．2000．C．67： 

TIocne／IOBCKHfflⅡ．B．PyccKaa]-IpaBocaaBHaa Hep~oBb B X X 

BeKa．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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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对宗教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的作用，也起到 

了引领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垦殖的荒 

地在修道院经济发展的前期 ，占有相当的比重。 

如谢尔盖一圣三一修道院，1536～1537年间，因 

垦殖荒地出现了6个新村庄和9个新开屯①。 

2．俄国东正教宗教经济，在最初的 500年发 

展中，它发展的基础(土地、资金、劳力)主要来 自 

王公、贵族阶层的捐赠。这为宗教经济的最初发 

展打开基础。不能否认的是，王公贵族的慷慨捐 

赠，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欺骗宣传，即这些人想在今 

世做更多好事以图来世灵魂升人天堂。但从这种 

捐赠行为的后果看，土地和农民从王公、贵族手中 

转入教会(主要是修道院)，对整个国家农业经济 

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教会的农业管理方式更先 

进一些，农民对宗教的虔诚更愿为上帝多作贡献， 

因而劳动积极性高。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会产生 

重要影响，因为教会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不向 

国家纳税。 

在第一个阶段的 500年中，政教关系显著的 

特点是国家(大公政权)与教会在经济领域的矛 

盾和争夺不很激烈，当时教会的地产还不够丰厚， 

国家(当时各地封建王公处于分裂状态)不够强 

大，尤其在蒙古统治下的各小国都力求教会的支 

持，因此各王公都没有发生对教会地产和财富进 

行剥夺的现象。即在第一阶段，王公政权与东正 

教会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国 

家与教会的经济矛盾并非尖锐。 

3．在第二阶段的400多年中，莫斯科公国作 

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并逐渐强大，强大的专制 

政权不仅在政治上把教会变成国家的附庸，在经 

济上也必然要求教会从属于国家，不能成为“国 

中之国”，成为独立经济体系。因为教会经济的 

强大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国 

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国家与教会对地产和地产上 

的农民的争夺 日趋激化。从伊凡四世开始，经彼 

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国家对教会经济(主 

要是地产)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剥夺(国有化)， 

终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结束了这场争斗。 

1764年2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将教会财产国 

有化。女皇在宗教会议上对僧侣们说：“你们的 

职责是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 

进行祷告和禁欲⋯⋯，你们是圣徒的继承人，上帝 

嘱托圣徒教诲人们蔑视财富，圣徒 自己就很富，圣 

徒的天国并非来 自人世⋯⋯你们懂得我说的话 

吗?这一真理我是从农民的嘴里听到的⋯⋯你们 

怎么能够，怎么敢于占有无数的财富⋯⋯假如你 

们是我最忠实的臣民，那么就把你们用不当手段 

所占有的一切，马上归还国家。”②叶卡捷琳娜把 

原属于教会的91万农民转归国家所有，并把没收 

的大片土地赏给亲近贵族。 

经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强有力地剥夺之后，教 

会的土地和财富都大为减少，很多修道院也被取 

缔或合并。据统计，彼得时代的 1700年，俄国有 

修道院 l 153所，其中男修道院为924个，女修道 

院229个⑧。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的 1764年，就只 

剩下387个。修道院男修士的数量，也由1701年 

的约25万人减少到 1764年的约5千人④。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教会的经济实力虽然在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遭到重创，但并不是毁灭。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后的 100多年中，东正教会 

经济仍在缓慢地发展，到十月革命前，东正教会仍 

握有大片土地和各种财富，是俄罗斯帝国中最大 

的财富占有集团。 

东正教会经济的演变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对信仰者 

的生产、消费概念的影响虽然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的 

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所具有的积极性和 

消极性都对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系吉林大学哲学社科创新团队建设项 

目“俄国赶超现代化 (18—20世 纪)”(项 目编号 ： 

2008TD005)、吉林省社科基金“俄罗斯传统文化 

与市场经济研究”(项 目编号：2011B047)、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代政教关系研 

究”(项目编号：13BSS03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向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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