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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中国慈善的起伏跌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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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一说起慈善，往
往称中国慈善刚刚起步，需要向
欧美发达国家学习。 而读完梁其
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
的慈善组织》， 笔者对中国的慈
善发展史有了更多了解，原来中
国也有深厚的慈善传统和繁荣
的历史，只是由于制度路径选择
和意识形态的割裂，加之今天研
究、发掘、传承不够，让我们误以
为当代慈善是站在一片历史的
荒漠。

台湾学者治学的严谨和扎
实令人肃然起敬，梁其姿的这本
著作是建立在查询了中国 2600
多种地方志、数百种中日文古代
现代研究文献基础上精心研究
出的成果。 通过她的宏观叙述和
具体案例、数据、进程的分析，让
读者对十七八世纪中国的慈善
事业发展有了整体的轮廓把握。

政府介入慈善早于西方

中国皇帝的救济诏书早于
英国的《济贫法》，明清时期的善
堂善会多于英国的济贫机构。 明
清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繁荣程
度丝毫不亚于英国，远超出同期
的美国。

大家都认为 1601 年英国颁
布的《济贫法》是世界上最早的
慈善法，也是西方现代福利国家
政府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
源头，该法授权治安法官以教区

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
税及核发济贫费。 对年老及丧失
劳动力者予以救济，对贫穷儿童
指定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
送去作学徒；流浪者则被关进监
狱或送入教养院。 这是西方文艺
复兴后， 神权让位于世俗王权，
社会救济主体由宗教组织转为
政府、社会承担的标志，也是后
来欧洲福利国家的思想源头和
现代慈善的来源。 按照王名等编
著的《英国非营利组织》一书介
绍，“中世纪时期（约公元 476-
1453 年）， 罗马天主教会机构占
据了正式慈善活动的中心位置，
几乎所有形式的捐赠都首先要
接受教会的管理”。“从 14 世纪
开始，行会与伦敦同业工会开始
出现……并通过维持济贫院和
向当地贫民提供救济等方式尽
一些社会责任”。

在美国方面，从 1620 年首批
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帆船
抵达美洲大陆，他们及后续移民
大多接受了欧洲慈善组织的资
助，因此也将欧洲的慈善传统带
入美国。 按照资中筠《财富的归
宿》 一书中的描述，“从 17 世纪
中叶到 18 世纪 70 年代美国独立
这 100 年中，美国开始有了从早
期的慈善救济发展而来的社会
公益事业的雏形和一套思想”。
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 被认
为美国新大陆第一个慈善基金
会的“美洲博学协会”，创办时间

大约是 1772 年。
与英美比起来， 中国的慈善

历史以及救济工作由政府来履责
的时间更早。 中国最初的慈善组
织与西方类似， 也是随佛教传入
而伴生的，5 世纪末梁朝的“六疾
馆”、“孤独园”，隋唐时期的“悲田
养病坊”，均为源于佛教的佛报思
想而建立的慈善救济机构， 但到
了唐武宗时期（公元 845 年）政府
担心佛寺对社会的控制， 因此废
天下僧寺， 政府拨付资金承担了
悲田养病坊等慈善机构的运营管
理。 宋代继承了政府对慈善事业
的供给和管理职责，尤其是南宋，
还发展了福田院、 居养院、 安济
坊、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新的慈善
机构。而这时期地方政府发起、地
方士绅参与的社仓、慈幼庄、慈幼
局也开始出现， 官办民助成为新
的慈善机构特征。 1257年宋理宗
的诏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其
意义已类似于英国的济贫法。 清
初期雍正诏令（1724年）全国建立
普济堂、育婴堂，“行文各省督抚，
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
大邑，人物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
而行之”，更带来此后全国性的慈
善繁荣。据梁其姿统计：明清之际
“育婴组织前后共成立了至少
973 个，普济堂 399 个，清节堂类
216 个， 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
589 个， 综合性的善会善堂 338
个，其他难以分类的 743 个，而且
这些数字必然是低估的， 因为实

际上无法参考所有方志……”

清朝民办慈善的创新

明清时期中国慈善组织官
办模式遭遇制度性衰败，清后期
民办官监模式创新带来慈善繁
荣。

结合周秋光的《中国慈善简
史》来看，宋及明清时期，以政府
为主体兴办的慈善救济机构，由
于官僚体制及政府财力的兴衰
影响，腐败和低效造成了养济院
等机构的困境，在朝野也遭受广
泛批评，因此，在江南富庶地区、
民间资本发育较好的州县，民间
力量兴办的善会善堂崛起，并
形成民办、官助、官督为主体的
清末慈善形态。 据梁其姿的介
绍， 明清之际已开始有商人蔡
连创办的扬州育婴社、 杭州生
员陆元章创办的育婴堂等慈善
组织， 后来获得官方的认可和
社会的支持。 其组织管理模式
开始呈现一些现代机构管理的
特征，如资源动员募集方面除了
地方士绅及商人的资助外，还得
到了官方盐税的定额补助。 在可
持续发展上慈善组织还购置房
产、田地，开展典当信贷业务，以
其收益孽息维持机构的长期运
营。 在治理架构上，开始出现轮
值制和董事制，轮值制是“延请
绅衿好义者董其事……每年十
二人为会首，每月轮一人，使值

一月之事……”有住堂管事负责
日常事务；董事制则设“堂长”，
“会同绅士公举端廉殷实之人担
任，三年一换”，设“司事”，“协同
堂长照管一切事物，每月给银六
钱……”这种治理模式已类似于
现代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
责制治理结构，有志愿服务的董
事， 也有领薪的职业慈善人，还
有民主选举机制。

梁其姿的断代评述聚焦于
1600-1850 年间， 参阅美国学者
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
冲突和社区（1796-1895》，则可以
从一个城市看到这个时期以后，
直至清末中国慈善的繁荣，“到
1895 年左右这个城市已有 30 多
家新式善堂”，“汉口的每一个街
区都建立了善堂， 在居民密集的
某些街区，如存仁巷和仁里巷，还
有不止一个善堂”。善堂主要为城
市社区提供公益服务， 包括救生
服务、丧葬服务、消防救火、粥场
施粥、医疗卫生等。 汉口的慈善
组织主要由同乡会和盐商茶商
等地方精英捐资设立，也得到政
府的认可和支持，但完全民间自
治，由以捐资人为主建立的管理
委员会，“堂董”行使决策权和监
督权， 有专业的慈善管理人“司
事”履行日常管理职责，善堂必须
向社会公布账目， 官府虽参与审
核善堂账目，但“大多数情况下，
官吏无权过问， 善堂拥有完全的
自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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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306,529.86

本年度总支出 10,366,312.2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9,781,840.9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79,940.00

行政办公支出 264,331.3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55.1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11%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4,693,244.17 0.00 4,693,244.17

4,693,244.17 0.00 4,693,244.17

124,744.17 0.00 124,744.17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41,990,692.34 46,040,670.09 流动负债 368,500.00 1,172,403.80

其中：货币资金 41,722,687.74 40,543,291.5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09,181.30 95,659.14 负债合计 368,500.00 1,172,403.80

净资产合计 41,731,373.64 44,963,925.43

资产总计 42,099,873.64 46,136,329.2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099,873.64 46,136,329.2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9,117,227.06 25,013,692.26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614,146.58 19,950,233.1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1,998,291.07 1,600,573.00 13,598,864.07

其中：捐赠收入 3,092,671.17 1,600,573.00 4,693,244.17

政府补助收入 6,720,298.50 0.00 6,720,298.50

二、本年费用 5,361,804.48 5,004,507.80 10,366,312.28

（一）业务活动成本 4,777,333.14 5,004,507.80 9,781,840.94

（二）管理费用 584,471.34 0.00 584,471.34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699,600.00 -699,6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7,336,086.59 -4,103,534.80 3,232,551.79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河北衡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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