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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与转型：建国初期的中国福利会

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经过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后， 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存在，
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市也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1950 年 4 月 25 日， 宋庆龄
率领吴耀宗、沈体兰、赵朴初、陈
维博、杨素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
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
民救济代表会议。 开幕会通过了
宋庆龄为首的 31 人主席团。 随
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
章，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
会，并选出宋庆龄、董必武等 49
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做
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
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人
民的团体，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
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并
且一向设法使世界其他国家的
人民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
工作原则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并
联系有关机构共同进行工作。 与
会人员对保卫中国同盟和中福
会的成绩做了充分肯定，在 5 月
5 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
被推选为执委会主席。

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宋庆龄
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国
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本身的基
础与条件，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
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 即 :
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
方面进行实验性、 示范性的工
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
际宣传。 这就为该会的未来定下

了基调。
6 月， 宋庆龄在致友人函中

说：“由于不再要求‘基金’，‘基金
会’这个名称已不适用，我们的机
构将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我们再不
能捐出款项，而必须接受资助。 ”

7 月 25 日， 中国福利基金
会正式开会，讨论通过《中国福
利会章程》， 决定更改会名，改
选领导机构。“本会宗旨系根据
中国人民的需要， 从事福利方
面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并
为中国人民的建设工作进行国
际宣传。 ”工作范围：“（一）妇女
儿童福利保健工作： 从事妇幼
保健托儿医药卫生等工作，改
善儿童生活环境， 保护与增进
妇幼身心健康。（二）少年儿童
文化工作：举办图书阅览、休闲
活动、 戏剧活动和出版读物等
工作，以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并
以取得经验达成示范目的 。
（三）国际宣传：出版有关中国
人民建设方面的宣传资料，通
过国外联系，进行国际宣传。 ”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刊登启
事：“本会自八月十五日起，改名
为中国福利会 （China Welfare
Institute）……前以中国福利基金
会名义所订之一切契约，仍然有
效。 ”此启事在《新闻日报》、《大
公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
载三天。《人民日报》也做了重要
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人
及主持人———宋庆龄，鉴于中国
已属于人民所有， 工作上可放
手向着各方面提高标准地做
去， 可朝着有计划有效率的方
向做去， 特宣布自八月十五日
起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

福利会……将成为永久性之组
织，任务为医务、妇女儿童福利、
文化教育方面。 ”

经费来源的解决

最关键经费问题尚未落实。
保卫中国同盟和基金会时都靠
募捐维持，新章程规定，经费“以
政府拨款为主，并得接受人民团
体或个人的捐助。 如果国际友好
援助，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批
准亦可接受。 ”并且，在改组过程
中，“原有工作是不容间断的 ;
应在改组手续进展之中，逐渐使
它转变为新的形式”。

到 1950 年 5 月 30 日， 经费
还没有着落， 宋庆龄将中福会计
划及预算说明书寄给周恩来，后
附有下属各部门的详细预算书
纲要，计有开办费 222521、经常
费 1124030， 共 1346551 个折实
单位，建议他在核准以后通知上
海市领导陈云、潘汉年，以便将
经费照拨应用。 6 月份时，中福
会财政上“仍靠前美国经济合作
总署供应。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现
由上海物资供应管理委员会管
辖，该委员会的主管是赵朴初”。

8月下旬，宋庆龄派陈维博赴
京， 向救济总会及政务院解释该
会工作计划及预算。 陈维博于 9
月 11日、15日得到周恩来两次接
见。 周提出以下意见：1.原则上同
意中福会的工作计划。2.国际宣传
工作等待最后决定。3.因为原计划
中工作是逐渐开展的， 所以预算
也应该分期按实际需要逐渐增
加，最后达到原预算中的数字。

当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毛
泽东在三中全会的文告中指示，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
三个主要条件之一便是国家机构
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目前救济
福利工作的政策是以救济为主
的，而救灾工作更是紧急任务，尤
其是当年皖北灾情严重， 政府大
力进行救灾工作， 以致救济总会
预算中的事业费都没有批准，而
集中力量于灾区的救济工作。

周恩来对中福会的计划基
本照准，说明政府相当重视中福
会的工作，认为它在救济福利事
业方面进行的实验性及示范性

的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
其重要性。 不过为了适应新中国
的客观情况，希望中福会的事业
也能够本着“在普及的基础上逐
步提高”的原则来开展工作。

工作性质和内容的延续与
变化

宋庆龄致函执委会全体委
员，解释改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研究机构”（Institute） 这个字体
现了组织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
要体现中福会是从事母亲儿童
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

事实上，儿童工作一直是宋
庆龄所关心的。 抗战胜利后，宋
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儿童
福利工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
上海工厂区设立 3 个儿童福利
站，这些事业的举办，“正是为解
放后中国福利会工作的发展作
了良好的开端”。

直到上海解放后，举办儿童
事业才有了可能。1949 年 7 月 24
日，宋庆龄在上海市西摩路（今
陕西北路）369 号宋氏老宅创办
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 这是
上海解放后第一所新型托儿所。
1953 年 9 月改名为幼儿园，主要
招收革命军人、机关干部、职业
妇女和工人的子女。 1950 年 8
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
福利会，为了解除一些妇女参加
工作的后顾之忧， 在五原路 205
弄 5 号筹建婴儿托儿所，收托对
象是劳动模范、机关干部和军烈
属的子女。 1954 年 1 月 1 日改名
为中国福利会托儿所。

1950 年 4 月 1 日，中福会创
办了新中国最早出版的综合性
儿童杂志《儿童时代》。 创刊号印
数为 2000 份 ，7 个月后增加到
17000 份。1955 年，发行量在全国
儿童刊物中最高。 中国福利会还
创办了儿童剧团， 演出儿童剧，
很受孩子们欢迎，1953 年还进京
排练了一套节目， 于 10 月赴朝
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慰问演出。
宋庆龄认为：“在教育下一代的
工作中， 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
该毫无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留
给孩子们。 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对
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要使他

们的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
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
事业联系起来。 ”

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
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
儿童”。 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
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后，在 10 万
卢布的汇款单上批示：此款赠中
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后即建成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
院。 1956 年时，中国福利会的妇
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
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 当
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
事妇幼保健工作。 在宋庆龄的不
断支持下，1958 年， 保健院的妇
科以及许多辅助科室建立起来
了。 一批富有经验的医生被先后
聘来。 保健院从此拥有第一流的
医务力量和设备，在当时的上海
乃至全国都居于妇幼保健的领
先地位。

行政机制确立和角色定位

中福会改组初期，从表面上
看来，它与中央下属的一般事业
单位似乎没什么两样，不过机构
性质却有明显不同。 名义上它由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但很多
事情都还得向上请示国务院，实
际上仍由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
直接负责。 而且“救总”在北京，
中福会在上海，地理条件的限制
使“救总”不得不将一些具体事
宜委托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代
管，在事实上形成中央和地方的
双重领导。 1952 年，中国人民救
济总会致函华东民政部部长李
步新，“暂时指定上海市民政局
为中国福利会上级机关”。 同时，
由于宋庆龄与周恩来的长期合
作关系，不少事情可以直接报告
周恩来，交国务院再批复下去解
决。 当中福会内部组织机构建
立、完善，并在实际工作中与上
海市结成较密切的行政关系后，
当然也由于“救总”撤销不复存
在，中福会总会转由上海市政府
直接领导。 其下属各单位除中国
建设社的业务划归文化部外，也
由上海市各职能科局对口管理，
形成一种新的双重领导， 不过，
一些重大事宜他们仍可以越级
向周恩来直接请示。 中福会的行
政领导关系基本确立，不再是一
个独立的民间组织。

1957 年 1 月， 中福会将建
团 10 周年的儿童剧团命名为
儿童艺术剧院，1958 年，中福会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
场。 至此，中国福利会形成为一
个具有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校
外教育、 国际宣传等 8 个分支
的组织， 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
织到社会救济机构、 最后到人
民群众团体的转变， 其角色定
位基本确立。

（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 中国福利会是一个历史延续下来的特殊机构， 它最早的前身是
1938 年 6 月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1941 年底因香港沦
陷而撤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1945 年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
会。 其早期功能主要是宣传抗战、募捐支援边区，救济难民、资助文化
界人士、开展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并致力于解放区的医药卫生建设。

1950 年 8 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
为中国福利会， 经费来源由以往靠募捐维持改为政府财政统一拨款
为主。 相应地，其功能在延续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嬗变，妇女儿童和
对外宣传成为工作重点，角色定位由此基本确立，完成了从一个民间
机构到建国初期的人民团体的转型。

1949 年，周恩来听取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汇报

� � 图为 1949 年 12 月坐落于上海西摩路 （今陕西北路）369 号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