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瞿秋白之父晚年看民初慈善团体 ■ 朱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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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0 年秋，济南大明湖畔的
百花洲旁，瞿秋白在此与父亲道
别， 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彼时瞿秋白已受聘于北京的《晨
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成为
海外特约通讯员， 即将出国采
访。 而瞿父正蜗居济南，以教画
售画为业。

瞿氏本是江苏武进的望
族，瞿父喜好绘画，却十分不擅
经营，以致家道中落。 1915 年，
瞿秋白因贫失学，而在这一年，
其母自杀身亡。 之后，瞿父流落
至山东平原县， 投靠在当地为
官的弟弟。 翌年，弟弟离任，瞿
父失去了依靠， 只得又投奔在
济南的同乡。

作为当时政治敏感人物的
家属， 瞿父不得不隐姓埋名，不
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缺乏谋生
技能的他颠沛流离，靠绘画手艺
勉强糊口， 长期处于半失业状
态。 瞿父如何度过这段困苦的日
子？ 这离不开当时数量众多的慈
善社团的救济。 透过瞿父的最后
岁月，我们可管窥民国社会的慈
善救济事业，并由此探索这位革
命先烈之父的暮年精神世界。

初入道院

瞿秋白之父本名“世玮”，自
移居济南之后多用“瞿圆初”这
个名字，以至于本名时常被人忘
记。 据其学生王凤年回忆，瞿世
玮笃信道教，“圆初” 乃是法名。
这一法名应当是瞿父在济南加
入“道院”之后通过扶乩所得，而
这个“道院”绝非传统意义上的
道教。

“道院”这一组织是近代中
国影响力极大的 NGO， 它既是
横贯亚洲的跨国慈善组织，又是
民国时期最大的新兴宗教团体，
直至今日，在港台、日本、东南亚
及北美的华人社会中，道院依然
具有活力。 这一组织诞生于上世
纪 20 年代初的济南， 其早期成
员的法名按照“素、圆、惟、灵”的
字辈顺序排列，瞿父正是道院的
第二代成员。

道院何以取得如此大之影
响力？ 概括来讲，这来源于道院

的两大核心宗旨———“道”与
“慈”。 道院之“道”，乃是依靠扶
乩通灵而产生的一套完整的神
学体系，与诸多民间教派一样，
道院也是由乩坛发展而来。 晚
清民国的鼎革之际，社会动荡，
众人忙于向仙佛询问国家命运
与个人前程， 全国各地乩坛林
立。 他们通过扶乩的方式，创造
出“老祖” 这一至高无上的神
灵，再由老祖乩示降谕，创造相
关的宗教经典与灵修方法，此
之为“道”。

至于“慈”，则是宗教之外的
慈善事业， 道院对外设红卍字
会，负责一切慈善事务。 从临时
性的灾害救济，到长期的慈善设
施，如养老院、育婴堂、学校、贫
民工厂等，甚至还开办英语和世
界语的普及教学班。 道院为体，
红卍字会为用，扶乩降神直接指
导着慈善行动。 老祖“下令”众人
筹款救灾， 教众们自然不敢不
从，积极响应。

瞿世玮初至济南时适逢道
院的草创期。 道院正式成立于
1921 年，院址在济南南关上新街
59 号，道院在此建立了宏伟的宫
殿式建筑，之后“呈山东省政府
备案，一切手续，登报公布”。 翌
年， 经中华民国内政部批准，设
立世界红卍字会，在济南大明湖
举行的筹备大会中，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 26 处道院一百多名代
表参加，各分院尊称济南道院为
“母院”。 在注册备案的仅仅一年
后，道院便拥有 75 个分会，势力
遍及南北 11 省， 并逐步扩张向
海外。

老祖曾在济南道院的乩坛
中降下神谕，下令红卍字会的会
员们提前筹备好粮食衣物药品
等，及时运往日本，紧接着，日本
在 1923 年果然发生了死伤无数
的关东大地震，红卍字会成为最
早到达日本的海外救援力量，声
名远播至东洋，并成立了若干海
外分会。

一代棋圣吴清源在日本棋
院学棋时决定加入红卍字会，他
此后在中日之间奔走，致力于道
院在日本的传播。 他曾在晚年回
忆：“我 21 岁加入红卍会， 到 87
岁的今天，我依然信奉着红卍会
的教义。 ”

值得注意的是，扶乩历来被
统治者当做是妖言惑众之举，为
政府所禁止，至于影响力较大的
扶乩团体，则时常被贴上“邪教”
的标签， 难逃被官方取缔的命
运。 然而在民国初年，这类扶乩
组织实现了大翻盘，他们改头换
面， 不但积极地向政府注册备
案，取得合法身份，更是一跃成
为慈善救济中的重要社会力量，
这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悟善社

彼时类似于济南道院的民

间慈善团体
如雨后春笋
一般，它们的
共性是试图
调和中国传
统的儒释道
三教与外来
的基督宗教
和伊斯兰教，
并以挽救世
间劫难为宗
旨，研究者们
将这一系列
的社会力量
统称为“救世
团体”或“新
宗教运动”。
瞿世玮对这
类救劫观念
显然是极为
认同的，在加
入道院之后
没多久，他便
又委身于另
一大慈善社团———悟善社。

悟善社与道院类型极为相
似。 1919 年于北京成立悟善总
社，之后在全国各地发展慈善事
业，在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中承
担了战场救济队的角色，他们救
治伤兵，收容难民，超度战乱中
的亡者。 这一时期军阀割据，南
北政府对立，而悟善社的慈善募
捐活动却是纵贯各方的。

对于悟善社来说，挽救人间
劫难只是治标之举，治本之策则
要依靠宗教的教化功能，将劫难
化解于无形，于是到 1924 年时，
悟善社便不再只以慈善团体的
面貌示人，对外更名为“救世新
教”，当时的筹备者有吴佩孚、段
祺瑞和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
等人， 前二者是失势的军阀，分
属于直系和皖系；后三者则因参
与签订《二十一条》，在之前的五
四运动中成为了“过街老鼠”。 这
群北洋背景的政坛失意者们将
自己的热情转投到宗教领域。

据说北伐战争中，山东军阀
张宗昌苦思对抗北伐军的计策，
有下属建言称， 悟善社的神符

“刀枪不入”， 可以发给士兵佩
戴。 张宗昌于是请了数万张悟善
社神符， 最后的战果可想而知。
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张宗昌督
鲁的时代，悟善社在济南的达官
贵人中是颇受欢迎的。 悟善社在
老商埠区购置有房产若干，瞿世
玮有段时间曾搬到其中居住，省
下一笔房费。

战乱时局，瞿世玮虽然可以
在慈善社团中找到栖身之所，在
乩笔沙盘之间寻求精神归宿，然
而现实收入终究是难以解决的
问题，尤其是“四一二”政变之
后，“瞿秋白之父”的身份明显地
给他带来麻烦，从瞿世玮处学画
购画的人日渐稀少。 瞿世玮生命
的最后几年便是在这种贫病交
加的窘境中度过的。

最后的救劫

在悟善社之后，瞿世玮又皈
依了“正宗坛”，这是一个由山东
大学堂的卸任校长范之杰设立
的乩坛，瞿世玮之后便一直居住
于此，直至去世。 如同道院和悟
善社一般，正宗坛也接收到了挽
救世间劫难的神谕，逐渐从内部
人士参与的扶乩社团发展为公
开的慈善机构。

在瞿世玮加入之后，正宗坛
于 1929 年成立“正宗救济会”，
向济南市社会局注册立案，紧接
着便在全国各地传播，从西北的
兰州到江南的苏杭，皆有正宗救
济会的分会，在瞿世玮的故乡江
苏武进，也有分会成立，瞿世玮
还介绍自己的同乡兼学生到正
宗救济会中任职。

1932 年，瞿世玮病逝于正宗
坛内，正宗救济会筹款料理了后
事。 彼时瞿秋白已被解除了党内
领导职务， 转而投身上海文坛，
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运动。 至
此，父子二人再无机会相见。 今
人或许会好奇瞿世玮为何在晚
年频繁加入各种救世团体，也无
法理解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精
神世界。

流落异乡疾病缠身， 没有固
定的收入来源，又居无定所。或许
只有神仙的乩示能够带来生活的
信念？亦或是只有悟善社、正宗救
济会一类的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基
本的生存条件？无论如何，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 瞿世玮即从中得到
了援助，也由此帮扶他人。

瞿世玮去世之后不久，劫难
并未消减，中国很快便陷入了更
大的战乱，各类救世团体惨淡经
营，勉强维持生计，但纵使真的
有神谕指引，慈善救济活动也是
举步维艰了。 正宗救济会在此后
的主要慈善活动是义诊施药，难

以有更大作为。 在抗战期间，全
会只剩四名在职人员维持日常
运转，在抗战胜利后反倒需要向
政府申请财政支持。

解放战争的济南战役打响
了，正宗救济会发挥了最后一次
慈善功能，在这场八个昼夜的围
城战中，炮火摧毁了城墙及周边
的民宅，护城河被堵塞，正宗救
济会的河边田产尽遭淹没，房舍
也倒塌若干，但剩余的房间还是
提供给了其他失去家园的附近
居民。

1951 年，新政府在拆除老城
墙时调查了附近的正宗救济会，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房屋内
摆放着“各种牌位和扶乩用的沙
盘狼狈不堪，房屋炸毁之后也无
人过问， 只有一个工友看门，别
无其他职员……工友的生活也
无法维持”。

两年后，道院也宣布暂停在
大陆的业务。 曾经名噪一时贯穿
各地的救世团体们就此销声匿
迹。 时至今日，济南道院遗留下
来的宏伟建筑群已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红卍字会免
费为穷苦百姓施诊的慈善医院
也在旧城改造时幸免于难，于历
次拆迁中屹立不倒。 建筑承载着
几代人的历史记忆，记录着这里
人们的祖辈曾经有所敬畏，亦有
所担当，立志挽救世间劫难。

传闻瞿世玮生前善绘山水，
不知他在各类救世团体中可曾
留下墨宝。 巧合的是，正宗救济
会曾下设“正宗救济会贫民学
校”，40 年代初，幼年韩美林被收
留入校，据他回忆，当时学校里
有三位绘画老师特别钟爱他，使
他从小立下了要走艺术道路的
志愿。 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父、
一代艺术大家由此成长。 这些，
或许都是那段救劫往事留给今
人的遗产吧。

（据澎湃新闻）济南悟善社的募捐信笺

济南城区改造中幸存的红卍字会慈善诊所，政府正围绕该建筑打造历史文化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