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２０14．3.1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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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红日亭：施粥传统的当代延续
� � 3 月 5 日学雷锋日，温州“红
日亭施粥摊”又再次忙碌了起来，
但这个小亭子并不是为了每年的
雷锋日应景， 而是已然成为一座
城市的慈善标签。施粥，这一简单
古朴的善举， 让一种慈善精神由
古至今绵延开来， 以原始淳朴的
形式感染着现代人的心灵。

红日亭施粥摊位于鹿城区江
滨路与环城东路交叉路口，是由
23 位老人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
几十年来，他们从夏日免费供应
凉茶，发展到近几年寒冷天里免
费供应热粥。 几位老人的坚持，
使这一平民慈善之举受到广泛
关注， 一时成为社会热议话题，
也吸引了社会资源，开始有个人
与单位捐款捐米、 提供志愿服
务。

古代：
放粮施粥是慈善家首选

当然，时代不同，救助的对
象不同，过去施粥等善举难免带
有历史的局限性。 早在西周时
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已设
立地官“司徒”一职。 而且，灾荒
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助手段，被
称为“荒政”。 那么，中国古代慈
善活动是如何开展的呢？

《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
中央行政官职中， 设立地官司
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 有
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职能的司
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 6 项
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
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
四曰恤贫， 五曰宽疾， 六曰安
富”。 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爱儿
童、老有所养、救济穷困、抚恤贫
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些正
是现代慈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慈善
活动比较简单，行为之一是直接
在路边给需要救助者提供饭食，
此即所谓“施粥”。 施粥赈饥虽然
简单，却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
行为，为中国历代所继承。

民间施粥更为常见，过去俗
称“吃大户”。 如北魏太和七年，
冀州和定二州闹饥荒，地方贤良

人士“为粥于路以食之”。《魏书·
孝文帝本纪》记载，此举救活了
数十万人。

一直到晚清，放粮施粥都是
中国古代慈善家们的首选。 现代
拍摄的清宫戏中，不时会有大善
人支起大铁锅熬粥赈济灾民的
镜头。

近代：
米荒事件引发善举

在近代，若遇荒年，往往也
有官方、 寺庙或乡绅对逃荒、要
饭者等弱势群体施粥。 温州近代
史上，就曾有过在社会上产生较
大影响的施粥救灾善举。

那是 1940 年夏秋之交，因风
雨凭凌，田禾湮没，晚收歉薄，造
成严重米荒。 同年 11 月 18 日，
永嘉（即今温州）城区居民结队
向县政府请愿，县自卫队开枪镇
压，打死 7 人伤多人。 米荒竟然
酿成血案，震动了社会各界。

时任永嘉县商会主席、 永嘉
协济善堂董事、 温州旅沪同乡会
名誉会董的杨雨农， 积极展开赈
灾活动， 于 11 月 22 日电告温州
旅沪同乡会，请求救济永嘉米荒。

温州旅沪同乡会立刻以此为
由，成立“救济永嘉米荒募捐委
员会” 进行赈灾募捐。 11 月 30
日，杨雨农等 9 人成立“永嘉临
时购运港米济急会”， 并互推董
事 9 人组织董事会，执行一切会
务。 董事之职皆为义务，不支薪
水。 董事们各筹垫国币 60 万元，
作为购运港米资金，所购粮食接
济民食。 待采运港米结束后，按
照筹垫额分还。 如有亏耗，便照
额分摊。 当时南京财政部亦分电
温州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分摊
承汇向港购米赈荒，并准给外汇
100 万元。 这种形式与今天很多
慈善组织的理事会设立形式有
异曲同工之处。

同年 12 月初， 永嘉县商会
派员前往江西购米 1 万包。 12 月
1 日， 杨雨农等 39 人发起成立

“永嘉城区施粥施粮处” 向贫民
施粥， 又以永嘉协济善堂名义，
寄函温州旅沪同乡会救济永嘉

米荒募捐委员会：“现因天寒岁
迫，贫民无力平粜者，实繁有徒，
嗷嗷待哺，情极可怜。 弟等为进
一步救济计，于本月一日再就郡
庙开办施粥厂、施粮处，登记合
地贫民凡四万余人，逐日计口施
粮，每月约需经费贰拾万元……
除由此间各大慈善家乐输，并邱
百川君前在沪募来之三万元，共
约已有十余万元外， 不敷尚巨，
适寿田先生在瓯，一切施放情形
已蒙察及， 并托其面达详情，敬
请贵会分惠赈款若干， 以资补
助。 ”（据温州文史资料第 22 辑
《温州旅沪同乡会史料》）。

当时救灾、施粥等善举如何
具体操作、经费如何使用，从《温
州旅沪同乡会史料》 中可见一
斑：1941 年 5 月 26 日，温州旅沪
同乡会临时紧急会议纪录：“一、
姚抱真先生提议，永嘉善后急待
救济，究应如何办理，请公决案；
议决： 仍以米荒经费除偿还外，
悉数汇温， 交由县商会自动支
配。 二、姚抱真先生提议，本会历
次汇温救济米荒经费已达二十
万元，究竟温州收到多少，如何
支配，迄未据温电报告，应否电
温询问， 以明实情而便公布，请
公决案；议决：电请永嘉县商会
杨雨农见复。 三、陈守庸先生提
议， 本会米荒救济经费收支情
形，应俟温电复到后立即登报公
布，以昭大信而资结束，可否，请
公决案；议决：俟温电复到后再
行开会讨论登报公布事宜。 ”

可见当时赈灾款项来往使
用， 会选择登报公示等方式，是
相当透明公开的。

现代：
古朴善举的延续与温度

红日亭始建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后来被拆除，上世纪 70 年
代华盖山广场建好后，鹿城区一
批爱心老人在这个广场上临时
搭建新的红日亭为路人烧制免
费伏茶、施粥等，“红日亭”因此
成为温州民间慈善的代名词。
2012 年， 红日亭进行易地新建，
方案经媒体公开征求市民意见，
从 8 个征求方案中由市民选出
并进行修改完善最终确定。

“红日亭”先前是一个“伏
茶”点，在温州，许多凉亭或热闹
街道上，夏季“三伏天”都有一些
老人们煮茶， 免费供应路人解
渴，免费供应伏茶时间一般从农
历六月初到八月末。

2006 年 8 月，一起煮茶的朱
永麟、张明生、叶宝春等几位老
人聊天说到，很多拾荒者和清苦
的外来民工，不能吃到一餐正常
干净的饭菜，大家商量着是不是
可以煮点粥免费提供给他们。 老
人们很快就把想法付诸于行动。
花了近五千元买锅买炉，再配上
碗筷瓢盆，都是他们从自己的养
老钱里省出来的。

施粥摊每日消耗的大米、燃
气、 运送等费用是笔不小的开
支，2007 年一年，这个粥摊的费
用大概在 10 万元左右。 现在光
是米和小菜的花费， 一天差不
多就要 600 元。 老人们唯一的
收入来源就是好心人的捐助。
目前，热心在“红日亭施粥摊”
服务的老人有二十几位， 年龄
最小的也有 60 岁，他们都是志
愿者身份。

老人们的善举感染了周围
越来越的人，一些周围社区的邻
居不断地为他们送来米和钱，也
有好心的个人和机构主动找上
门来捐赠。 摊位上就设有捐助
箱， 一些人在这里喝完粥后，也
会留下一些善款，还有一些人定

期给他们送一些钱过来。
施粥摊发起人之一、年逾 80

岁的朱永麟负责“红日亭施粥
摊”的财务，他说：“给我们捐款
的人很多，筹集来的钱都存了银
行，这样收多少、花多少账目很
清晰。 现在，我们账户里有 20 多
万剩余。 ”他介绍，“红日亭”不仅
施粥，夏天还备下凉茶，每逢传
统节日，还要准备一些节日特色
食品，像清明饼、月饼、粽子等免
费提供。

“红日亭施粥摊”是民间自
发组织的，开设之初也曾被质疑

“影响市容”，摊子上的雨棚也面
临被拆；还有一些人认为老人们
没有健康证，不能保证食品的安
全卫生。 但是老人们的坚持，也
在改变着周围。 所在广场的管理
处同意他们设点，而且在附近增
设了厕所，特意安排两名清洁工
帮助粥摊清理现场卫生。

有网友发帖，记录了在温州
看到的这一施粥温暖场面：“亭
子其实是一顶帐篷，里面有一些
桌椅， 可供年老体弱的人坐着
吃，更多的人坐在外面。 那里正
好有几棵大树，也成了吃免费粥
的人休息的地方。 每个领受大米
粥的人都可以拿到一副同样免
费提供的碗筷， 为了卫生的考
虑，碗用可以盛食物的塑料袋包
裹。 在亭子的一角，甚至还有免
费的小菜提供， 种类有酱瓜、黄
豆、榨菜等等，用一个个小碟子
盛着，供人自由取用。 在那亭子
的一侧，有一个“捐献名单”，表
明是一些有善心的民众自发组
织起来的爱心点。 ”

一时间，“红日亭施粥摊”的
平民慈善之举，成为网上热议的
话题。 有网友留言说，看了施粥
场景，“有种久违的感动”。

（闫冰/整理）
� � 独特的慈善传统甚至吸引了国外志愿者的加盟，为红日亭增添
了不少供应的品种

� � 夏日施茶，冬日舍粥，红日亭为温州树起了一面别具风格的慈善旗帜。 据统计，在盛夏季节，红日亭
每日送出的“伏茶”就重达 13 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