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宋庆龄， 被称为 20
世纪的最伟大的女性，
她以独特的思想风范和
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
的丰功伟绩，激励来者，
光照千秋。 中国福利会
是在宋庆龄的精心培育
和亲自领导下， 逐步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经
过了三个时期， 三易其
名。 而它的每一部历史
进程又都同宋庆龄的名
字连在了一起。

■ 张亚芳

因支持抗战而生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福利
会的形成和初创时期。 抗战爆发
后，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
急关头，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
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作为

“国母”的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
了进去，并成了国统区这一运动
的核心。 为了争取海外援助，尤
其是为了“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
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
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
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的重任，
1938 年 6 月，凭借自己独特的政
治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
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
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并
亲自任主席。 接着，先后于上海，
广州等地设立分会，当地许多中
外知名人士参加了该组织。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
“保盟”，成立伊始，便表明它的目
标：“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
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
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 救济物资
供应中国。 二、集中精力，密切配
合， 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
果。 ”并把争取世界人民援助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作
为这一机构的首要任务。

根据上述宗旨， 宋庆龄和
“保盟” 首先开展广泛的宣传活
动。 从“保盟”成立到 1940 年初，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出版
了 20 多种英文宣传读物， 其中
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
讯》影响最大。 该刊为双周刊，用
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向全世界宣
传抗日，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光
辉事迹，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
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援。 该刊具有
举世公认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
信性，所以赢得海内外读者的欢
迎。 在这期间，“保盟”还出版了
不少工作报告和多种小册子。 以
上这些宣传品广泛发行欧、美和
东南亚各国，遍及五大洲，使国
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加深了对中
国抗战的了解，认清了日本侵略
者的残暴罪行，进一步同情和支
援中国抗战。 宋庆龄更是身体力
行，她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材料
和真知灼见， 亲自撰写文章，一
年一度的工作报告也都出自宋
庆龄之手。 由于宋庆龄和“保盟”
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丰硕的
成果。 美、英、法、加、新（西兰）、
印（度）等国纷纷成立了各种援
华团体，到 1940 年 2 月共达 100
多个，它们将捐款和援华物资源
源不断地送至“保盟”，“保盟”成
立一周年不到，各国人士的捐款
就达 25 万港币。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2 月，“保盟”又收到 16.3
万余元港币。 与此同时，生活于
世界各地的华侨，更是积极地组

织救国团体，进行筹集捐款。 据
不完全统计， 从“七七事变”到
1941 年初，各地华侨的捐款超出
26 亿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

“保盟”捐助的）。 ，对这些捐款和
援华物资，宋庆龄本着“哪里最
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 的原则，
一视同仁地给全国各地提供捐
款物资，尤其是冲破国民党的封
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大量
款项、药品、医药器械、通讯设
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
地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
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宋庆龄还组织和安排医疗队到抗
日根据地参加救护工作。 在她的
不断援助下，马海德、白求恩、柯
棣华等许多外国医生， 先后在解
放区建立了 11 所国际和平医院、
42 个前方流动医疗队、8 所医科
学校，为缺医少药的八路军、新四
军雪中送炭， 挽救了无数抗日军
民的生命。这一切，对于人民革命
力量的发展壮大，对于坚持持久
抗战并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都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保盟”的另外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支持工业合作运动。“工
合”运动是由国际提供基金和技
术援助，通过群众性的合作运动
发展战时经济、开展生产自救的
一种形式。 1938 年 8 月 5 日，中
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
立，宋庆龄奔走呼号，与“保盟”
同仁在国际上广为宣传，呼吁各
国支持。 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努
力下，“工合”运动迅速成为了举
世瞩目的新生事物，并且冲破了
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蓬蓬勃勃地
开展了起来。 在广大的非敌占
区，一个个生产合作社问世。 到
1942 年 6 月，全国“工合”已达
1590 个。 为巩固和发展这一运
动， 宋庆龄进一步采取组织行
动，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
会”。 在她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
“工合”和“保盟”一样，发挥了同
样的作用，成为国际友人和海外
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

动的先驱”， 成为一支支持中国
抗日的独特的经济力量，宋庆龄
和“工合”运动因而在中国人民
的抗战史册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为促进解放而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福利
会的成熟时期， 并且两易其名。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在中国共产
党的帮助下，根据形势的需要和
环境的变化，将“保盟”改名为中
国福利基金会，并以进行“战争
创伤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为自己
的主要宗旨。 宋庆龄和该会以极
大的精力，继续募集医药、医疗
器材和救济物资， 通过各种渠
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
线和外国的飞机、船舶，运往解

放区。 总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
主要任务是大力支援解放区，因
此，其受益者实际上限于解放区
和同共产党有关系的组织。

在支援解放区的同时，中
国福利基金会于 1946-1947 年
间， 在上海创办了三个儿童福
利站和一个儿童剧团。 为了进
一步做好儿童的福利工作，宋
庆龄还在该会内设立了儿童工
作组， 领导上海地区儿童的救
济和教育工作。 1948 年又组织
了儿童福利委员会， 负责为全
国儿童的捐款和物资的筹募、
分发等工作。 当时，上海的儿童
福利站和儿童剧团条件异常艰
苦，设施十分简陋，但在宋庆龄
的亲自关怀和具体指导下，这
些团体搞得有声有色。 儿童福

利站把那些失去读书机会的儿
童组织起来，成立识字班，让他
们读书识字，教唱进步歌曲，传
播革命思想。 儿童剧院的孩子
们既要当演员又要当学员。 有
时宋庆龄到福利站和孩子们一
起看书、谈话，鼓励他们努力学
习，长大了成为有用的人才。 到
上海解放前夕， 儿童福利站已
经培养出了 170 名“小先生”，
将近 5000 名失学孩子进了识
字班。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
里， 儿童福利站的 170 名小先
生和儿童剧院孩子们组成的秧
歌队最先出现于大街小巷。

为新中国妇幼事业发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会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
再次易名。 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完成，宋庆龄创办和主持的这
个机构不再是一个以募集和分
发捐赠款物为主的基金会了。 宋
庆龄和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这
项工作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讨
论了此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明
确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
妇女、儿童卫生保健和儿童文化
教育方面，开展实验性、示范性
的工作， 并继续进行国际宣传。
1950 年 8 月 15 日， 中国福利基
金会正式译名为中国福利会。

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该会对原有的机构进行了调整。
1953 年，中国福利会以原来儿童
福利站的儿童文化工作为基础，
创办了上海市少年宫，这是我国
最早的少年宫之一，此后各地少
年宫纷纷建立起来。 在宋庆龄的
关怀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少年
儿童到那里参加科技、 文学、艺
术、音乐、绘画、雕塑和体育等活
动，使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
育训练。 原来的儿童剧团发展为
儿童艺术剧院，这是我国第一个
儿童剧院，它创作和演出的《马
兰花》《小足球队》《童心》等儿童
剧曾经多次获奖。 与此同时，中
国福利会还创办了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中国最早的一个托儿
所和一个幼儿园；创刊出版了一
份综合性的儿童读物———《儿童
时代》；为加强对外宣传，扩大国
际影响，还创刊出版了《中国建
设》，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特别
是妇幼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综观中国福利会的发展历
程，它的每一步无不凝聚着宋庆
龄的心血，折射出宋庆龄伟大的
思想光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风
范品格。 宋庆龄的一生，是无私
无畏的一生， 是为民服务的一
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一
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操比金
石， 节砺冰雪”。 千古芳仪竹帛
留， 宋庆龄一生的行事风范，永
留青史。 （据《宋庆龄与二十世纪
学术研讨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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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

1952 年，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孩子们在草坪上
促膝谈心

1953 年，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的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