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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遗珠

北京临时窝窝头会
� � 近年来，随着公益慈善事业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社
会公益慈善之中，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而在民国
时期，也有一个团体长期坚持社
会慈善事业，在社会动荡的年代
为百姓提供一定的帮助，它就是
北京临时窝窝头会。 顾名思义，
取普通百姓家的重要食物“窝窝
头”作为会名，其性质可见一斑。
临时窝窝头会是活跃在清末、民
国年间的民间慈善团体，其成立
之初为民间临时救济性慈善组
织， 主要靠筹集善款救济灾民，
后经过发展成为民间较有影响
的慈善救济组织。 那么，这一团
队成立于何时，又是如何进行社
会慈善事业呢？

成立时间辨析

查阅学界相关研究，对于临
时窝窝头会成立的时间，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以下几种
说法。

据周明泰在《记北京窝窝头
会义务戏的由来》中记载“窝窝头
会义务戏”的来历始于 1920 年岁
末的义务戏。而杨原在《近代北京
梨园行的义务戏》中认为“20世纪
20 年代，由姜妙香、朱桂芳、许德
义、 侯喜瑞等十数人成立了梨园
工会，在 1925 年于第一舞台组织
上演了两场义务戏， 以帮助贫苦
同行， 两天共筹款九千余元。 此
后，‘每年残腊，举行一次，各角热
心，无殊往昔’。 ”从而认为其成立
时间为 1925年。

《徐兰源操琴生活》一书则
写道，“关于临时窝窝头会，就是
每年临近春节时，名演员集中唱
两天戏，将收入的钱作为救济贫
病老残和生活困苦的人，使他们
能顺利度过春节，因名为临时窝
窝头会。 这个会的发起大约是在
1926 年，由北京琉璃厂赏奇斋古
玩店的掌柜陈启沅（一位京剧爱
好者）联络了张斌舫、何卓然与
梨园界的名演员共同兴起的。 ”

由此可见，对于该组织成立
的具体时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说法。 经查相关档案史料，在
1920 年代初的《顺天时报》上就
有大量关于窝窝头会的记载。 如
1921 年初的《申报》上有一篇名
为《纪北京窝窝头会》的长篇文
章记载：“该会之由来最初发起
人为陈启元。 陈，北京慈善家也，
悯贫民之无告，因于年末寒风凛
冽冰雪载途之时， 自斥私财若
干，并约同志劝募若干，专购杂
和面蒸成窝窝头， 散给极贫之
民。 普通一人一日得窝窝头四五
枚，即可以敷衍生活。 价较贱，益
较溥， 而施放之手续又较简单，
一年行之而效，于是每年冬季辄
赓续行之。 初则同志仅三四人，
继乃渐扩而增多。 其始仅由私人

蒸放者，迨区域广、食品多，乃托
由内外城警署代办。 ”

这篇报道对窝窝头会的工
作进行了介绍，足以证明在 1921
年就已经有成规模的窝窝头会
进行活动。 根据时人及报刊记
载，例如 1921 年 1 月 14 日的《申
报》记载，尽管“近则最初发起斯
会之陈氏已作古人”， 但遇到北
方大灾，难民来集于京师内外城
者，至众无衣无食的情况，陈氏
同人多次提议， 推选钱能训、江
朝宗、陆定三人继续主持窝窝头
会，使“本年会务不至因陈氏之
亡而中断。三君亦慨然允之。 ”此
外， 同年 11 月 26 日的《顺天时
报》也有报道称窝窝头会“原为
程君启元发起剙办以来， 迄今数
载”。 可见，在 1919年临时窝窝头
会创始人陈氏去世前，该会已经具
备完整的组织系统和救济模式，并
且因其程序完备，账目清晰，社会
民众对其颇有好感。 因此，笔者认
为该会应该成立于民国初年，至迟
不晚于 1919年。

性质与义务戏

长期以来，临时窝窝头会被
认为是北京京剧界同行同业的
慈善组织，概因在民国初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京， 窝窝头会
组织的义务戏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4 年，有观众在《顺天时报》上
连续刊登六期《临时窝窝头会夜
戏参观记》，十分详细、生动地展
现了窝窝头会义务戏的精彩场
面。 也正是由于“义务戏”的广泛
影响， 使得后人只记得窝窝头会
是京剧界艺人的慈善组织， 而忘
记窝窝头会面向北京全体穷人大
众的本质。事实上，临时窝窝头会
是面向北京全部穷苦人民的民间
慈善组织， 京剧义务戏仅仅只是
其筹款的一种方式。

陈启沅等作为窝窝头会发
起人，每年冬季通过向社会募捐
款项，购买玉米面，再通过一定
渠道分发给穷苦人民，使其能够
平安过年。 由于资金有限而穷人
太多，所以平均到每个人上比较
有限，只够做几顿窝窝头，因此起
名为“窝窝头会”。 为此梁实秋曾
调侃“仁者用心，有足多者。 但是
嗟来之食，人所难堪。如果窝窝头
会能够改个名称， 别在穷人面前
提起窝头，岂不更妙？ ”但不论如
何， 窝窝头会通过募捐及组织义
务戏的方式为穷人送去一些生活
保障，对于北京的贫民而言，还是
一件值得称颂的事。

窝窝头会成立初期，正是靠
着社会各界的捐款， 对灾民、贫
民进行救济。 但随着灾民越来越
多， 仅凭原有募款手段难以为
继。 因此，窝窝头会于 1920 年冬
决定筹办义务戏以筹资进行救
济活动。 这次活动由于窝窝头会

与京剧界、艺术界的联系密切，而
得到许多艺人的大力支持。 许多
名家名角的倾情献唱， 吸引了大
量观众，达到极好的募捐效果。据
1924年 1月 24日的《顺天时报》
记载，当年的第一台义务戏，由于
有杨小楼、余叔岩、程砚秋等京剧
名家的加盟， 使得戏园门口车水
马龙，善款募捐顺利进行。更值得
敬佩的是， 所有演出人员均为义
务表演，不收分文费用。据当时报
刊评论：“今年隆冬， 窝窝头会屡
次开会，极力救贫，演剧一再，以
谋筹款，实为都人士所感佩。 ”

由此可见，窝窝头会组织的
义务戏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不
仅时人报刊对义务戏的盛况进
行连篇累牍地报道，后人也时常
回忆起当时的盛况。

影响与经验

北京临时窝窝头会， 一个由
民间人士创办的慈善组织为何能
在民国北京的舞台上有如此之大
的社会影响力呢？ 这与临时窝窝
头会公正透明的运作模式和有效
的宣传方式有很大关系。

首先，窝窝头会募款的能力
比较强，而且对善款的分配相对
公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
穷苦群众渡过难关，深受广大群
众拥戴。 一般而言，窝窝头会在
募捐到善款后，会预定一定数量
的玉米面，然后委托商社代为赈
济。 在大规模赈济时，还往往借
助警察署维持秩序，使之有序进
行。 因此，广大受惠群众往往通
过商社表达对窝窝头会的谢意，
这方面的报道屡见报端。 例如，
1921 年 1 月 7 日的《顺天时报》
记载：“临时窝窝头会本年募得
之捐款， 现已购定玉米面数万
斤，该会除将该面按照各区贫寒
户口多寡之配送，交各区代为散
给外，并以五百斤玉米面委托本
社赈济贫民。 本社除将该面分别
惠与呼饥之贫民外，并代贫民致
谢该会之善忱。 ”

其次，窝窝头会的受众群体
面广，且并无民族区别。 辛亥革
命后随着清廷覆灭，满人地位一
落千丈，生计大受影响。 许多旗
人因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必要的
谋生技能， 生活甚至难以为继。
民国年间，社会上也对满族人普
遍有着敌视情绪，这更加深了满
族人谋生的困难。 然而，窝窝头
会却摒弃了这种偏见，所筹资金
许多用在北京旗人群体上，在当
时极为难得。 1923 年，窝窝头会
考虑到旗人困苦贫民尤多，更是
加大了对各旗营的发放力度。 据
1923 年 1 月 24 日的《顺天时报》
记载：“前拨与二十区署玉米面
三十余万斤曾志本报，该会因旗
籍困苦贫民尤为众多，故又发给
两万余米面，一万斤内火八旗小

米六十四石、 玉米面
五千六百斤， 由各旗
营总分配， 并由管理
内火营器事务奎仲元
赴各旗监同散放。 ”

再次， 窝窝头会
的成功与其宣传方式
密切相关。 窝窝头会
每次举行募捐之时，
都会在报刊上提前登
出新闻， 使募捐消息
广为人知。 在募捐结
束之后， 还会将几乎
全部的捐款题名刊登
出来以示感谢， 同时
也将钱款数目公开，
接受公众的监督。 这
种做法无疑是对捐款
者莫大的鼓励和支
持。在 1920 年决定通
过开办义务戏筹款
时， 窝窝头会也是先
提前发出通知，广为延请京剧名
角。 因此，尽管义务戏的门票价
格远高于一般演出，但人们仍争
相购买，座无虚席。 同时，在每次
演出结束之后，窝窝头会邀请观
众在报纸上刊发观戏感受，进行
及时的反馈，无疑使其影响力越
来越大。

此外，窝窝头会还得到了北
京诸多政府机构、官员、商人和
重要人物的支持。 曹仲珊、吴佩
孚、汤芗铭、鲍贵卿等文武官员
多次捐款，其中曹仲珊曾一次就
捐出“玉米面二万斤”。 末代皇后
婉容也曾在 1923 年冬一次捐给
窝窝头会 600 元大洋，并受到社
会普遍称赞。 蕴珍斋、文珍斋、欣
誉斋、悦古斋、博观斋、鑑（鉴）古
斋、余古斋、宛委山房、诒文山
房、吉珍斋、荣林斋等文化古玩
商店也是捐款常客。 因此，最初
由于少数人的善念而创办的窝
窝头会的声名已经超出北京，而
被《申报》《民国日报》等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报纸屡次报道。

临时窝窝头会的成功除其
自身原因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
也密不可分。 据统计，从 1912 年
至 1937 年的 26 年间， 各种灾害
竟达 77 次之多。 频繁的灾害迫
使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于赈灾
工作极为重视，这也催生了社会
救济事业。 1912 年 1 月，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之后，中央就设有内
务部，其下辖的民政司就负责赈
恤、罹灾救济等慈善事项。 但由
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如昙花
一现，因此，实际上政府部门并
未在慈善事业上发挥太大作用。
民国初立， 一切事物尚待整理，
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才设立
社会局对社会救济进行管理。 在
这种环境下，一方面城市出现大
量的灾民、贫民；而另一方面，政
府未能及时履行职能，使得民间
慈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政府的缺位。 再加上窝窝头会较
为公正和透明的运作模式及各
方人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其能够
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窝窝头会是民国年间北京
市（北平市）重要的民间慈善团
体， 为慈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 它成
立于民初，盛行于民国，在历史
舞台上做了精彩的“演出”，一直
到 1951 年才最终谢幕。 根据相
关人士回忆，“（1951 年底） 梨园
行的‘窝窝头会’功德无量，这一
行业的美德， 自京剧形成之日
起， 这种善事一直沿袭下来，个
人的这种行动尤为突出，称为优
良传统美德。 后来听说，梅先生
（按：梅兰芳）提出当日演出，除
几位主角外，照样开戏份，别让
人家跟着咱们尽义务。 这一集体
义举，在北京京剧界可能是最后
一次， 倒不是没人参加而停办，
而是由有关部门将这一公益活
动纳入政府工作之中了。 ”

窝窝头会作为民间自发的
慈善团体，发起者和参与者出于
崇高的目的，怀着巨大的热情投
入于此，不计回报。 他们善于利
用媒介进行宣传，得到了京剧界
等的支持，将“窝窝头会义务戏”
这张名片真正打响，后人常误认
为窝窝头会是京剧界同行同业
的慈善组织，就是明证。 不仅如
此， 窝窝头会还通过各种方式，
取得了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支持，
利用官方的影响力，获得了更大
的发展。 窝窝头会尽管平均到每
个贫苦民众身上的善款金额有
限，但给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和
继续生存的勇气和信心，真正带
给了他们温暖。 在善举实施过程
中，还特别注意诸多细节，保证
了善举的有序进行，每一笔捐款
都向社会公开，充分尊重了捐款
人。 所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慈
善事业参考。 （据《北京档案》）

� � 1935 年 《北洋画报 》“戏剧专刊 ”（第
295 期）中报道了北平窝窝头会之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