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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之道：
民国慈善事业的三个面相

百年前，在清末向民国过渡
的时候，红十字会和洛克菲勒基
金会同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枝
散叶，给中国人带来了与传统慈
善机构很不相同的现场感受。 前
者随战争而来，主办者以华人居
多 ，主旨在于 “救人 ”；后者随文
明而来， 主办者以洋人居多 ，主
旨在于“济世”。

在此之后，中国本土的人道
主义者和宗教信徒纷纷起而效
仿，现代化的全国性慈善机构遂
遍布于中国大地。 而他们践行的
“善者之道” 及在现实事业中表
现出的各种面相，至今为后人所
追怀和镜鉴。

洛克菲勒基金会：
直面紫禁城的“油王府”

对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北京
市民来说，“油王府”一直是他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市民们注意
到， 在东单三条的豫王府旧址，
1916 年开始由“花旗国油王”投
资的一座现代化大楼拔地而起，
其绿色屋顶的张扬大气，与紫禁
城金色广厦相比也不逊色。 北京
人就着“豫王府”的谐音，给这座
新大楼起了一个生动的外号：油
王府。 而这正是美国石油大亨老
洛克菲勒的基金会在华首个慈
善项目———北京协和医学院。

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
之前的 20 年， 身为美国第一位
身家 10 亿美元的富豪和全球首
富的老洛克菲勒已是著名慈善
家。 但他慢慢发现，如果单纯地
以点对点救济的方式来帮助病
残贫困的人们，那么自己有再多
的财富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他的
担忧不无道理。 就拿国际红十字
会的创始者杜南来说，本身是瑞
士著名银行家，也是第一位诺贝
尔和平奖的得主，无论财富还是
名声都算得上欧洲翘楚。 但由于
无尽的金钱捐助和精力奉献，杜
南最后竟破产潦倒，当 1895 年欧
洲人重新记起他的时候，发现他
蜗居在一座叫海登的小镇里，已
经沦为养老院中一名孤苦无依
的病人。

有鉴于此，老洛克菲勒决定
注资一亿美元，成立一个立场和
方式都和前人不同的慈善组织。
其章程开宗明义，“不作个人的
接济”，而是尽力于“知识的获得
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
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
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 推进文
明”。 杜南和老洛克菲勒都是人
道主义事业的普世化推行者，如
果说前者将慈善救助由伦理学
转变成制度化，那么后者就是将
制度化转变成学术性。

老洛克菲勒对中国抱有天
然的好感。 在他眼里，作为唯一

仍主权独立的文明古国，中国正
处在深刻的历史变革中； 而且，
因为有着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
子，既传承东方文化，又能成为
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所以中国
正在向全球开放，有能力和决心
打造一个全新的文明。 民国年
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逐次
铺展的各项投资， 由医学而农
学， 由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由
象牙之塔而乡村建设，也正是西
方主流社会对世界和中国加深
认识的一个投影。

如今看来，洛克菲勒基金会
一直在真诚和努力地理解中国
人民，融入中国社会。 如果说民
国初年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是
一种精英式的“提高”，那么上世
纪 30 年代开始支持晏阳初的平
民教育项目，就是全民性的“普
及”。 基金会全程支持并参与了
这一场革命性的乡村自治运动，
尤其在随之而来的抗战中，他们
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体会
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明坚忍
壮阔的力量。

在 1944 年的会长总结中，洛
克菲勒基金会激动地评论道：
“战争正把中国推到世界民族之
前列，一个历史悠久而杰出的文
明和一群伟大的人民，终于即将
在世界领袖力量中占有一席之
地。 ”然而，1945 年后的中国并没
有体会到战胜国的荣光，但洛克
菲勒基金会仍然没有大失所望。
在全境已经遍地烽火的 1947 年，
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意识到，
“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 内争
似乎不可调和”， 但会长总结中
依然如此乐观地期望：

“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
定那么黑暗， 时间总在中国一
边。 她的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
其中许多时期因内战和纷争而
四分五裂。 但中国人的身心都有
一种活力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再生能力……”

总而言之， 洛氏基金会让中
国触摸到了一个精彩而善意的西
方，并使之在今后漫长的时日里，

依旧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并为中
国培养了诸多医学、 农学、 遗传
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人才。

红十字会： 普世价值首次
进入中国的眼界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反的是，
同样知名和重要的国际红十字会
从未主动进入中国。 1894年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官员惊讶地
发现，有一群身穿白底红十字图案
制服的日本人在战地不仅救护日
军，还救护清兵；不仅帮助死伤的
军人，还救济逃难的平民。 后来他
们得知，这群人达 10万之众，都属
于一个叫“赤十字社”的团体，是国
际红十字联合会在日本的分支机
构，承担着中立、独立和人道主义
的战场救护工作。

由此，这个著名的国际组织
及其制订的《日内瓦公约》开始
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六年以后的
庚子事变中，便有中国本地的慈
善团体打着红十字旗号进入战
区，进行难民的撤离工作，得到
了侵华八国联军的尊重。 由是，
对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原则的理
解和敬重，开始渐渐在清廷和国
人心中扎下根来。

1904 年，日本、沙俄争雄于
中国东北，颟顸的清政府竟然对
这场发生于自家境内的战争保
持中立。 但是朝廷私下仍循地方
官之请，试图救济旅顺等地的难
民，却被俄军拒绝。 如此，中国只
有组织国际公认的红十字组织
方能进入战地。 在英、法等国的
支持下，由上海著名绅商沈敦和
主持，传教士李提摩太赞助，“上
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这是中
国正式投入红十字运动的开始。

日俄战争结束后，沈敦和仍
用“万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在上
海举办系列慈善机构， 有医院、
学堂等，但没有成熟的行政系统
和管理人员， 账目也纠葛不清，
不为时人所重，只将其看作是一
个医疗机构。 于此同时，清政府
也在吕海寰的建议下组织官方

性质的红十字团体。
1910年， 清政府任命盛宣怀

负责其事，“大清红十字会”成立。
不过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较大，直
到清廷倒台， 该团体也没正式运
作过。辛亥革命爆发后，沈敦和迅
速改编原有组织，称为“中国红十
字会万国董事会”，并以此名义派
遣救护队赴武昌、 南京等战场救
死扶伤。 同时清政府也命吕海寰
领衔，将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的团体作主干， 同样派遣救护队
参与战场救助事宜。 上海红会得
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 而清
政府自然将北京红会作正统，一
下子中国境内出现了人称“沪会”
和“京会”的红十字会“双包案”。

上海总办事处有能力和北
京（南京）总会抗衡，最主要的因
素就是其优秀的筹款能力。 由于
沪会的负责人如沈敦和等本身
就是大富商，且以身作则，乐善
好施， 具有很强的人脉和号召
力。 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富商及
商会公所的善捐络绎不绝。 沈敦
和也一心和国际红十字运动宣
扬的普世价值接轨，从 1912 年开
始就以人道主义为大纲，“不涉
宗教，不涉党派”，只从理念上由
“上古圣人” 讲到“儒释耶回”，
“一言贯之，仁爱而已矣”。

中国红会的京沪对垒 ，到
1934 年才因国民政府对之强行
改组而宣告结束，该会也正式定
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但出
于传统中对官府的戒惧和对国
民党统制主义政策的反感，许多
原本热心公益的豪绅巨贾纷纷
退出红会的权力核心，以致一时
间捐款额大减，由占全部收入的
33%直降至 8%。 从中也可以看
出，虽然红会一直用各种噱头向
普通民众劝募会费和善款，但得
到上海工商界巨头的支持，才是
红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保证。

世界红字会：
慈善为本，本立道生

对于慈善理念的认识，中国

一向有丰厚的文化和历史资源。
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向来把
慈善事业和政府职能相关联，因
此，1912 年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
宣传才会波澜不起，完全无效。

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土
地兼并和城市吞并乡村是必然
结果，流民也随之增加，其中很
多贫病交加者亟须救助，这是政
府一时无法解决的新难题。 于是
从唐代开始，佛教徒及其寺庙就
开始设置专门机构，对城市流民
进行救济，其募款诉求，当然是
以佛家的因果报应、积德有福做
由头。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在
1000 余年的熏陶下，民国初年的
民众为何对于“捐款结缘，好人
好报” 的宣传会如此趋之若鹜。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心理背景下，
具有道院性质的慈善机构“世界
红卍字会”诞生了。

道院和红卍字会这种粹然中
正、 宽宏圆通的传教理念一开始
便得到了广大富商地主乃至士大
夫阶层的欢迎。 王芝祥、熊希龄等
民国初年的头面人物都是道院成
员，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
能训， 是红字会中华总会的终身
会长。 当时甚至知识青年也对此
非常热衷。 1929年 10月，世界红
卍字会奉内政部呈准， 在行政院
以公益慈善团体名义立案。

在募捐方式上，世界卍红字会
就很难和道院作出区隔。道院作为
一种宗教，其信徒在捐助不同的款
项后，相应可获得如“老祖”、“佛”、

“菩萨”等封号，据说能令死者在另
一个世界登入仙境。如以往朝廷封
赏的诰命一样，这种封号被信徒所
重视，故而所获捐赠极多。 红卍字
会也通过私人关系网的方式向社
会募集慈善款项。

对捐助者的回馈，世界红字
会明确规定：“本院收支各种慈
善款项，应随时分别公布，以昭
信用。 ”其方式主要是发行“征信
录”，即向社会公开的账目。 哪个
机关向公众征募了经费去开办
公益事业，到了年度结束或是事
业结束的时候，就应该把收支总
账及事业成绩开列出来，分送捐
款的各家，做一个交代。 这就是
征信录的来历。

各地的红字会会长往往是
捐款的倡导者、组织者，会长不
但不能领取薪水， 还要带头出
款， 因而会长地位是自然形成
的，无人觊觎。 每当需要救济时，
会长召集临时会员大会，提出方
案。 会员自认，临时筹集，专款专
用。 每一事情结束即行结算，并
公布账目。 世界红卍字会将收入
款项内的 5%作为基金，非经代表
大会不得挪用。 每届月终时将一
月内收支款项及办事实况公开
宣布，实现财务公开化、透明化。

（据《凤凰周刊》）

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中国留下的这座医学院成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