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葛小鹰律师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066945 65953695/6/7 转 1818 广告经营许可证编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0203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16
２０15．6.3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清末民初东北精英的慈善参与
■ 谭云秀 范立君

� �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慈善
事业虽不及江浙一带如火如荼，
但亦是有声有色， 成绩不俗，这
与东北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密
不可分。 这里所谓的“地方精
英”， 指的是在当地有一定社会
地位、一定家庭资产、有声望和
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官吏、 绅士、
商人和学人组成的一个社会群
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地方
事务中影响力很大，尤其是在社
会慈善事业中非常活跃，作用也
很独特。

多种措施拯救灾民

彼时东北因地所限，时有灾
害发生，加之其时战争与匪患不
断，关内移民大量涌入，民众生
活困苦不已。

素有慈善仁爱理念的东北
地方精英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拯
救民众，他们在赈灾、捐款、举办
义仓、施粥、修筑善桥、施医、创
办医学等方面大显身手，为社会
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的空间，推动
东北慈善事业的初步发展。《绥
中县志》记载：“路德鸿因亲老丁
单，业儒未竞(竟)，纳粟国子监，
性慈悯，专济贫困乞食者，必按
名给粥一盂，日日如是，不惮烦
屑。 光绪乙未(1895 年)，邑大饥，
每日必煮粥数器，以供村中不举
火者。 复转贷款接济耕耘，至村
中贫户有死不能葬者，闻之慨与
棺木不索值。 值晚年酷嗜宣讲拾
遗《三教真传》诸善书，暗中施舍
善书版资数百金， 以及湖南赈
捐、奉直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皆
捐金暗助……嗣又捐资倡办义
仓、义学、义医，以行方便。 ”

而东北其他地方的社会中
上层人士亦跻身慈善。 譬如，《新
民县志》 记载 ：“清宣统二年
（1910 年）七月……全境被灾，饥
民嗷嗷栖风原野，张守翼廷亟招
公益士绅程世恩等筹议，于设赈
济事务所一处，以程绅世恩总理
其事， 筹款募粮设立粥厂 10 余
处，由初秋起至次年春止，全活
饥民无算。 嗣及宣统三年水灾，

更设粥厂 20 余处，延逾 6 个月，
救济饥民 3 万余口……民国 6
年又灾，又设粥厂赈恤。 至临时
急赈与发放灾民冬衣，则每次赈
务前后，举行之。 ”

通过新民县赈济事务所的
成立、 赈灾的过程及其效果，不
难看出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倡导
下，地方精英在其中发挥了较大
的作用，而且此地的赈济事业已
然走上有组织、有管理且颇具规
模的现代发展道路。

施医助民远离疾疫

清末民初，地处边陲的东北
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民
众生命经常受到疾病与疫病的
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包括乡绅
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采取施药
与施医等方式，拯救民瘼。

民国初年，“李若莲……遵
父命施舍药材 30 余年， 活人无
算。 药饵之费，每岁百余金，概不
取偿。 王树桐……凡医药罔效
者，公以此言告之。 辄愈不索钱，
不受谢，且供给病人饮食”。（《朝
阳县志》）

当时，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
病，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接种牛
痘，于是东北各地成立了规模不
一的牛痘局， 为百姓施种牛痘，
其间自然少不了乡绅的倾囊相
助。《怀德县乡土志》云：“光绪十
四年（1888 年），怀德县内经贺埙
每见民间婴孩出花医治不甚得
法危厄夭亡，殊堪悯恻，爰在西
街设立牛痘局， 名曰资善堂，以
资栽种，拯救婴孩危险。 选请募
善种医生入局专司其事，并晓谕
属界军民人等均听赴局引种牛
痘，不准需索分文。 ”

可见，以乡绅为主体的东北
民间力量以施医、 施药与施种牛
痘等方式使东北人民免受疾病之
苦， 亦为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们
的善举与政府行政职能彼此互
补，在政府力所不逮之处，以乡绅
为主的社会力量行驶着主导者
的角色， 而在政府所控制的领

域，地方精英则起着辅助作用。

兴办义学推广教育

义学也叫义塾，为明清时期
由地方或私人出钱资助建立的
一种蒙学教育，主要招收贫寒子
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
质。 清末民初，由民间力量捐资
兴办的义学与男女学校遍及东
北地区。 据《北镇县志》，“北镇县
的冯庸，字天铎，海城人，初以门
阀起家，历充显要，既乃决然舍
去。 在省区创办大冶工场，招生
徒实地练习，以资造就。 继思物
质文明日新月异，非竞争学术不
足与列强相抗衡，乃特立冯庸大
学。 岁縻金钱钜万，不支公款，掏
出私财，于是冯庸大学之名闻天
下。 丁卯岁（1927 年）七月，君由
省旋里，学界间欢迎会于师中学
校，见校址狭隘不敷应用，慨捐
房宅一所，以便扩充，并声明不
受褒奖，其热心公益类如此”。

此外，东北地方精英不仅个
人为兴办学校积极奔走，且朝阳
县内的部分绅士还成立了道德
会来推广教育。 据《朝阳县志》，
“民国十一年（1922 年），经温国
莹、高宗明、于化龙诸善士，鉴于
山东江绅童锁宣布万国道德会
章程，以尊孔教重道德，解除政
争，消弭战祸，俾人类平等世界
大同为宗旨，殷然赞成，遂集资
在城内立道德分会 l 处……为实
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三
种计划起见，除对于游行、讲演、
宣传得到唤醒民众等事著实工
作外， 并设有高初两级学校，校
内学生殷富， 能纳费者则纳之，
其贫穷不能纳者悉免除之，意在
广育人才，领导社会。 复于三区
头道梁子组设分会，附设男女初
级学校以事扩充云”。

可见，一些家境殷实的富人
与有功名的士绅不惜巨资，兴办

义学或是男女学校，使本地贫穷
子弟接受教育，不再受不识字的
困扰， 提升乡民的文化素质，为
个别受教育者日后步入仕途奠
定了基础。 同时，有的学校也向
他们传授谋生技能，从根本上解
决其生计问题。

从个体到家族的积极参与

在地方志中，关于以个体与
家族的形式积极地参与慈善事
业的记载非常多，如“梨树县的
王永……曾置义地十数亩以葬
贫无所归者；耿云波……民国六
年（1917 年）创兴三江口镇，首出
资收买民产 400 亩， 以为之倡，
后官以所余资设学校，立筹察市
规模以具。 又施义地 20 亩，冡已
数百，人皆称德焉；常荫廷，民国
十九年（1930 年）辽水泛滥，村民
咸被灾， 乃出积谷千石以济之，
乡党皆称善”。（《梨树县志》）

当时的地方精英除以个人
的名义救济民众之外，还往往使
整个家族积极行善。 如，怀德县
毕氏家族的几代人不间断地捐
米施粥，施惠邻里百姓。《怀德县
志》记载：“毕清汉，教习附生，毕
文林之祖， 世居城西毕家洼子，
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秋，因霪
雨数旬，辽河泛滥为灾，爱捐小
米 50 石， 于秦家屯设糈锅以食
灾黎，保全甚众。 二十五年（1899
年），经高令暄阳筹办积谷，独捐
谷 50 石为倡。 每有携家远徙或
贫民乞丐，经其门者均行带入膳
房，予一餐，凡十数年如一日。 至
于建书院修学堂与一切地方公
益事，无不首先赞助。 家中食指
二百七世居，同居人咸谓乐善之
报云。 ”

成立各种慈善组织

这一时期，个体的力量推进

慈善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为扩
大其乘数效应，东北区域的地方
精英积极地筹设各种慈善团体
以济世救人， 例如红十字会、义
赈会、教养工厂、道德会等。

如《朝阳县志》记，1917 年，
朝阳县的“杨名声、张富国、陈玉
山等创设公善堂、施医院于佑顺
寺中。及七年（1918 年）有外八营
帮统杨润芝协同赞助改立红十
字会……历年倡办公益颇著成
效。 民国十八年（1929 年），经周
县长发其倡率官绅商民组成红
卍字会一所，崇尚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施医药，设学校，凡关于慈
善及民生有益事件一概举办，不
遗余力……所需钜款，均系会员
及仁人善士好善乐施之所捐集
焉”。“杨名声……初于前清季年
节和同志发起热奉吉江四省义
赈联合会， 并附以通俗讲演社，
贫民学校。 民国六年，渐觉义赈
名义范围过狭，又改为热奉吉江
四省慈善联合会，总会设于朝阳
根德营子， 建筑房屋百余间，分
为三院，中为办公处，东西为男
女学校办公处……1923 年，成立
朝阳全境义仓， 各存粮有差，派
人管理。 其他近如，锦县锦西凌
源热河山海关，远若京畿山东安
徽湖南， 且远至俄国赈济之举，
无岁无之。 ”

这表明，当时东北各地的善
士不再局限于一处，而是突破地
域的界限形成一定的联系，呈现
区域一体化的趋势，集众人的力
量去募款救灾，发挥其最大的效
用。 可见，地方精英的善举是从
个人、家族的行为发展至组建慈
善团体，尤其是慈善机构设有专
人管理，经费的来源与收支也有
详细的记载、发布，甚至借助报
刊传播慈善讯息。 这反映出在西
方集群结社思想的影响下，东北
地区的慈善事业走上了从传统
转向现代的发展轨道。从建国初期的老电影中，我们还能一窥义学的模样。

� � 1912 年，绅士荣纶等人创办了孤儿院，后因经费紧张难以支撑下去，于 1916 年并入同善堂后，被称
作奉天同善孤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