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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敛之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
侯杰秦方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作为《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办人，英敛之
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３０００７１）

夺”。樊主教不仅自己要入股，就连法国公使鲍登
也愿意入股。

作为一位爱国的天主教徒，他又在中国近代历史

为办报，英敛之往返于京津沪等地，忙着选定

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海内外学术界

社址，购买机器，物色主笔。当时各报馆普遍采取

尚缺乏必要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这样一位历史

主笔制，所有编务都由主笔负责。他请求马相伯、

奇人的生命历程展开一番探讨。

张元济、朱志尧等人帮忙物色、推荐主笔。最后接
受汪康年的举荐，聘方守六为第一位主笔。实际
上，英敛之付出的努力更多，除了负责经营报纸外。
还要总理报纸的言论，许多重要言论都出自他手

英敛之（１８６６－－１９２６年）名华，号安蹇、安蹇斋

笔。尽管后来又先后聘请了很多人担任或代理《大

主，又号万松野人。赫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家世

公报》主笔，但他多是一身兼任总理、撰述、编辑等

寒微，为获得一份粮饷自小学武。１８７３年，英敛之

数职，总揽报纸的言论权和报馆的经营权。创办

接受启蒙教育，后弃武从文，钻研百家，浏览稗史，

《大公报》成为英敛之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能文章，工书法。
由于接触到天主教的宣教品，英敛之对西方

宗教有所了解，并于１８８８年皈依了天主教，后在北
京西堂工作。１８９５年，他和出身于皇族的爱新觉罗
·淑仲结为连理。后其妻亦信奉天主教。

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７日，经天主教北京总主教的批

准，由天津紫竹林教堂出资，在天津法租界狄总领

在维新运动中，英敛之大力支持并声援康有

事路（Ｒｕｅ Ｄｉｌｌｏｎ，又名六号路乙，即今天津哈尔滨

为和梁启超的爱国举动。１８９８年４月，在《论兴利

道４２号）上，由严复题写报头的《大公报》（法文名

必先除弊》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康主政有为胶州

字为“Ｌ’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为无私之意）正式出版发行。初

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

出一大张，成书本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

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１１此外，他

面。就是这份并不张扬的报纸却表现出很高的品

还大胆引用北京流传的政治歌谣：“皇上是傻子，

位，体现着英敛之的办报理念。他以“英华”之名，

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对晚清官场进

在创刊号上刊发了《大公报序》，明确其宗旨：“在开

行了抨击。戊戌政变后，因怕受株连离开北京，在

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具体

乘船赴上海的途中，他碰巧遇到亡命路上的康有

说来就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故本报断

为。他先后到过香港、上海等地，耳闻目睹了民众

不敢存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

在专制统治下的种种惨状，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

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

新人士的处境更为同情，对戊戌变法惨遭镇压“感

并且声明办报者“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

痛郁结情不能己”。１８９９年，他在《知新报》上发表

逮，以光我报章，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人文

《党祸余言》，坦陈政见。

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

１９０１年初，英敛之回到天津。天津紫竹林天主

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

教堂总管柴天宠表示甘愿赔尽股本万元，请他办

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

报。８月，他拜访北京教区樊国梁主教“请示定

偿焉，鄙人之心慰已。”１３］因此，《大公报》赢得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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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创刊，该报就发行了３８００份。次日，他又在

名为《论立宪之要素》的论说，主张中国应当仿效英

《大公报出版弁言》中阐明：“今本报但循泰东西报

国、日本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实行立宪。“世界无开

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

通而不成立之国，世界亦即无不开通而可成立之

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

国。无他，开通不开通之征，一视诸宪法成立不成

所不计。”川

立，而即以觇国家之成立不成立。宪法不立，则虽

《大公报》比较重视新闻评论、时事分析，因此，

其国强盛，终滋危殆之忧，如今日之俄土是；宪法苟

《论说》、《来函》、《来函代论》、《译件》、《附件》、《中

立，则虽其国狭小，已固雄富之基，如今日之德日

外近事》、《时事要闻》等栏目较有特色且占大量篇

是。若是者，知宪法之与国家诚所谓不可一日或离

幅。而新闻、各地通信等稍显逊色。前者注意官场

者。”［５１

的风云变幻，尤其是“上谕”和各衙门发布的告示；

在１９０５年４月１３日《大公报》举办的千号纪

后者以汇编上海报纸新闻为主。该报还不时传递

念征文中，他出的征文题目为：“中国不亡是无天

一些消息出来，像慈禧太后如何召见王公大臣，怎

理，中国若亡是无地理说”，并把一等奖给予了认为

样骂人和处理军政大事。这对于深受愚民政策之

“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的文章作者。

苦的读者来说起到了增长见闻的作用。

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０日举行的两千号纪念征文中，他

《大公报》在英敛之的主持下以敢言闻名，“敢

确定的征文题目是《实行立宪之政体如何？》。在

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因为大胆评论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举办的《大公报》三千号纪念征

时政，反对慈禧太后，拥护光绪皇帝，报纸的销量不

文中，他选定的题目仍然是《立宪国之要素一日国

断上升，两个月后便增加到５０００份。他积极宣传君

会，一日宪法，然当预备立宪之时，究应先开国会而

主立宪，要求慈禧太后归政，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

后宪法欤，抑应先颁宪法而后开国会欤？》。由此可

还给光绪皇帝。他甚至在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１日发表

见，君主立宪可以说是他的一贯主张，历次重要纪

《论归政之利》，宣传慈禧太后归政，于国于民皆有

念活动都离不开对君主立宪的宣传，各种介绍、宣

好处：“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

传君主立宪的文字也不断出现在《大公报》上。他

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指出由

不太赞成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

于后党中的刚毅、荣禄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归政，

统治，遂发表了一些指责革命党人的行为有拂于民

担心归政后会失去政治靠山，于是以慈禧太后为孤

情的言论。

注，使之骑虎难下。此文一出，令读者多感惊叹。
英敛之一直认为光绪皇帝是位贤明君主，因此

可是，他对于清政府采取残暴手段迫害、杀戮
革命党人的做法也非常反感。１９０７年，当革命党人

每年在其生日那天，必在《大公报》上刊登贺词。

徐锡麟、秋瑾等人受到清政府残害时，他同情受害

１９０３年８月５日，他在报头旁刊登了十分醒目的

人，不满统治者的立场非常鲜明。７月３０日，他在

祝词：“恭贺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圣节：一人有庆，万

《大公报》上发表了《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大

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本馆敬祝。”另发表

胆抨击清政府残害徐锡麟，迫害秋瑾的野蛮行径，

题为《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的论说，提出不论是途

同情为理想献身的仁人志士。他曾担心国内排满

人还是孺子，齐声赞颂当今皇上，在文章中又借别

情绪的高涨及带来的混乱会给外国侵略势力提供

人之口，把光绪皇帝比做中国的明治、大彼得。实

可乘之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

际上，他主张变法是寄希望于中国发现和使用人

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与外国侵略势力紧密

才，力行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由于身处社会转型

勾结，要想解决中国问题，革命不失为有效的手段

时期，发现某些人只偏重于表面维新，不重视内心

之一。

变革，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提高政治道德，并撰写了
《非变法之为难，实变心之为难》一文。

他在《大公报》以抗官而不做官，不厕身官场，
不同流合污而赢得广泛的赞颂。严复就曾赠给他

他还积极宣传新思想，以不署撰稿人姓名等方

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

式，在《大公报》上转载梁启超的文章。这在戊戌党

１９０３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外国侵略势力出卖

禁尚未解除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大胆的举

东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一些主权，秘密签订了丧权

动。此外，他还刊载过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署名

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新闻记者沈荩得到有关情况

文章，以传播近代新思潮。１９０３年，他刊发了一篇

后．不顾个人安危，在报纸上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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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径，天下顿时哗然。对此，清政府十分恼怒，气急

政风行，党人群起效用，恐阁下虽可为专制时代之

败坏地要把沈荩捕杀。对此，他给予了极大地关

功臣，亦不免为立宪时代之罪人矣。”

因为他勇于抨击官僚政客，前后长达十年之

注，对１９０３年７月１７日沈荩在北京被捕以及７月
３１日被惨无人道地杖毙于刑部的全过程进行了报

久，所以赢得“敢言”的美誉。

道。沈荩死后，《大公报》还发表了他的绝命词四
章。其中最后一章有云：

争取新闻自由，提倡新闻道德，主张言论自由，
是《大公报》追求的目标。因此，他深深地感到，从

“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

业者的素质十分重要。他们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

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基本技能外，还要有较强的敬业精神，更要有较高

《大公报》不仅详细报道了这位志士所遭受的

的素养、品德。报人一定要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惨无人道之酷刑，而且反映了各界人士对清政府的

为社会提供正当的言论，同时也需要改变人们对报

不满情绪。清政府的野蛮行径，即使中国人震惊，

纸的刻板印象。他发表的《说报》一文，着重讨论了

也使“西人闻之皆胆寒”。一个月后，各国公使夫人

这个问题。当然，中国的报业从业者在生存和发展

觐见慈禧皇太后时仍表示出对此事的强烈不满。

中，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压力。他借《某大员设计

他凭借着“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对直隶总督

倾陷报馆之苦心》一文，揭露了报业与官府的矛盾，

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也予以猛烈抨击和责难。１９０５

痛斥某些官员居心险恶。实际上，他不仅确立了一

年５月，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虐待华工，上海民族

系列的办报思想和理念，而且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地

资产阶级代表曾少卿等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

付诸行动。这～传统得到《大公报》后来者们的继

美货运动。他恰巧正在日本游历，７月２日返回天

承和发扬。

津后，积极支持和推动已经风靡全国的抵制美货运
动。８月１６日，袁世凯罗织出“有碍邦交，妨害和
平”的罪名，下令封闭《大公报》馆。因为《大公报》
馆地处法租界，袁世凯气急败坏地命令租界外禁

英敛之还在《大公报》上鼓吹白话文，为推进中

邮、禁阅《大公报》。８月１７日，他和主笔刘孟扬在

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十分重要的

一版头条位置，通栏加花边发表联名启事“特白”，

贡献。他积极提倡白话文以开通民智，自创刊之日

抗议袁世凯的无理举动：“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

起，便成为白话文的有力提倡者和鼓吹者。他在创

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纸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

刊号上开设《附件》栏，专门以口语化程度很高的白

独让？故随诸君子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

话来探讨各种问题，向读者灌输科学知识，进行品

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

德教育，倡导移风易俗。他先是经常性地刊登白话

触当局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

论说，后来改为每日随报附赠白话专版。从１９０５年

之封。”同日，他还发表署名文章《说官》，痛骂不可

８月２１日起，定期出版白话附张，以《敝帚千金》之

一世的高官大吏。此后数日，他不仅在头版显著位

名，免费随报附送，另有单张出售。此外，他还把

置上刊登大字广告，而且不断发表论说，据理力

《附件》栏发表的文章分门别类，如开智、辟邪、合

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不顾禁令，继续出版发售《大

群、劝诫缠足等，汇编成书，以同样的名字出版发

公报》。结果，“被禁之时期，而售报转增”【６】。袁世凯

行。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把《大公报》主笔刘孟扬拉入警

他深受严译《天演论》的影响，坚信“物竞天择，

界，任天津南段巡警局的值日所课长兼警察局书记

优胜劣败”的道理。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局

官。可是，这并不能阻止英敛之对袁的批评。

势，他不时发表文章，揭示中国已处于劣势和国民

对于某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也履行了舆论监

劣根性，有亡国灭种之虞，以刺激中国人猛醒。同

督之责，经常发表文章给予评说。１９０９年７月１９

时又让国人坚信：只要努力奋斗，优劣是可以转换

日发表了《异哉，某相国》一文，矛头直指权倾一时

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１９０３年３月，他先后发表

的张之洞：“历仕三朝身负天之重望，而其所私心忿

了《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等篇文章，４月，又刊登

恨，日日落井下石者乃在党人。党人何负于阁下必

了《说自立》，８月１２日，在《附件》中又刊登了一篇

如是以倾陷耶？党人得志之时，阁下如何交际之，

名为《说中国之坏》的文章，列举了种种坏风俗，而

党人失败以后，阁下如何倾轧之？假令八年以后宪

“第一样是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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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注重社会风俗的改良，倡导剪辫易服。

新婚俗，为社会风习的改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为了引领这一潮流，早在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５日就刊发

性贡献。１９１０年１０月，立宪运动著名活动家徐佛

了《征文广告》，借举办征文活动，推动新思想在社

苏在天津举行西式婚礼，他作为媒人，首先发表演

会上的传播。３月１５日，将第一名朱志父所撰写的

说：“夫妇之道，最重爱情。有此真精神以固结于其

《剪辫易服说》发表，呼吁毁除祖制，剪辫易服，以从

间，则百年和合，永无反目之虞。我国数千年来，婚

欧俗。此外，他还积极报道有关剪辫易服的情况。

姻一事，专听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祸之烈，不可

如有些留学生已经剪辫，回国后，影响到周围的

胜言。西国结婚，所以必讲自由者，职是之故。且我

人。１９０４年９月，舆论界盛传朝廷允许剪辫，练兵

国结婚一事，繁文缛节，虚浮滥费，举皆无益。”为

处要仿外国军服式样改变中国军服，“依照日本剪

了宣传这一观点，他还把这篇演说词发表在１０月

发易服”。结果提议遭到否决，只好令士兵把发辫

１７目的《大公报》上。

盘在军帽中。但是，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提倡剪辫

他主张兴办实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在

易服，及时报道了相关情况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使

１９０３年１月３日，就刊发论说《书颜观察世清请设

人们意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剪辫

劝工场禀告》，鼓励发展近代工商业。同年９月１３

易服的实行，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他和

日，又发表了名为《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的论说，

《大公报》居功至伟。

很有见的地指出：“居今日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女子缠足的进步主

张。该报出版的第一天就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

上作起，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就是“实业救国论”
的一种表达。

说》的白话文章，明确地举起了向这一危害中国亿

他很早就接触到最先在西方国家游荡的社会

万妇女一千多年的恶习陋俗宣战的旗帜。此后，他

主义，并且在１９０３年３月３１日发表的４－－十世纪

坚持不懈地提倡女子放足。除了做舆论方面的宣

之新主义》一文中，进行了专门论说。此外，他还对

传，启发普通民众的智识外，他还不断地探讨禁绝

中外文化交流的实况进行过一些评介，报道了西方

缠足这一恶习陋俗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曾参与发起

文化、娱乐形式在中国的出现。１９０４年４月１７日，

成立了天足会。

报道了坐落在英租界内的戈登堂经常不断地上演

他还大力宣传新式婚姻，反对纳妾。１９０２年６

外国新戏的消息。刚刚传人中国的电影更成为了

月２６日，刊发了一则求偶广告：“今有南清志士某

人们一种高雅的文化娱乐形式。１９０６年，天津最早

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

的电影院开始放映新片，大受观众欢迎。评剧，在

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

清末多次被天津地方当局以“有伤风化，永干力禁”

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侧，尽除中国

为由在华界禁演。他偏偏于１９０８年８月１日报道

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

了评剧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等地上演的情况，“大张

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

旗鼓，日夜演唱，男女入围观剧者拥挤异常”。

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照或玉

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３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

照更妙。信面写‘ＡＡＡ’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

的年号，同时刊登了一个告自，告知读者：“本馆总

处代收。”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对于新式婚俗的建

理英敛之外出，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接连数

立，无疑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日，报纸上都刊登了同一个广告，宣告他逐渐从《大

同时，他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各界反对纳妾情绪

公报》中隐退了。

的潜滋暗长，及时地反映了这种民意并表明自己的
立场。１９０９年７月３０日，他写到：“近来天津宦场

四

中人有以二千元而纳妾者，有以六千元而纳妾者，

有以二万元而纳妾者，纳妾之风愈盛，而妾之价值

从《大公报》逐渐退隐后，英敛之更加关注中国

亦愈高。于是天津市面乃发现一种奇特之广告，大

天主教文化教育以及赈灾等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书禁止纳妾四字。此禁令之命意虽不知果何指，亦

１９１２年３月，雷鸣远司铎在天津创办《广益录》，他

不知出于何人，然使本于社会公共之要求，亦足以

作发刊词（一说任主笔）。同年９月２０日，与马相伯

触目惊心为世炯戒。”

合撰《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要求在中国开设教

他一直以推介西方文明为职志，因此大力宣传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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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学。

１９１３年，他退居香山敬宜园，创办了辅仁社，

教。１１月，题教宗禁约日：“教宗禁约一通，康熙谕

向天主教中的子弟传授知识和天主教教理。１９１５

旨一道，系清室善后委员会由南三所康熙朱批旧

年８月，重印《主制群征》，并亲自作序。年底，袁世

档中检出。兹特依照原影复出，以供众览。”

凯预备称帝，有些天主教报纸发表了附和称帝丑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英敛之不幸逝世。３月２

行的文字，他极为愤慨给予严厉斥责。从１９１５年６

日，由罗马教廷发来“圣大额我略骑尉勋章”

月１０日起，《大公报》重刊汤若望所著《主制群征》，

（Ｋｎｉｇｈｔ

他为之作序。１１月２５日，连载《天学初函》中的《辩

表彰他为中国天主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这个勋

学遗牍》，１２月４日，刊登他的《万松野人言善

章是由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其生

录》。从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７日起，刊登《大西利先生玛

前申请的。而他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所作出

窦传》。这些书还出版过单行本，为中国天主教历

的历史性贡献更应该为有志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史、文化的传扬做出切实的努力。

后人所铭记。

英敛之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一位
强烈的爱国者。１９１６年，天津老西开事件发生，他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ａｉｎｔ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ａｔ），以

他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也是集》、《也是

集续编》、《劝学罪言》、《安蹇斋丛残稿》。

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上，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扩
充租界。１９１７年６月，撰写《劝学罪言》，劝教民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年７月

究中国学问，以便真正做到爱教爱国，曾在教会内

【作者简介】侯杰，男，１９６２年，天津人，南开大学

引起极大的震动。某些外国传教士对他发出警告，

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暨南开大学历史学

中国天主教徒内部也发生分歧，多数人表示同情，

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宗教史

也有人不以为然。有一位南方朋友甚至来信，劝他

和民众宗教意识等研究。
秦方，女，１９８０年，徐州人，南开大学历

不应该指责长上之罪，要谦逊、忍耐、听神长之命。
对此，他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撰写《复友人驳（劝

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学罪言）书》。

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社会性别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为了复兴天主教文风，他还影印出版了故宫
档案中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由于披露
出当年康熙皇帝咒骂天主教士以及禁止在中国传
教的内容，惹得北京西什库天主教教堂大为不满。
他不仅失去了支持，还受到重罚，甚至连到教堂来
望弥撒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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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既爱教，又爱国，堪称“豪杰

［３】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７日《大公报》。

之士”。

［４］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８日《大公报》。

为了救灾民于水火，他一次次奉献出爱心。

１９１７年，直隶发生水灾，他接受担任赈灾督办熊希
龄的聘请，在北京二龙坑设立慈幼局并任局长。他
不顾身体有病，勉力从事，一干就是八个多月，直
到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回到静宜园。１９２０年

春，慈幼局改名慈幼院，迁移到香山，他辞去此职。
１９２４年，已经年近６０岁的他不顾年老体弱，

与马相伯一起筹备建立公教大学，即辅仁大学的
前身，辅仁社为其附属机构。１９２５年８月，拟定北
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辅仁社又名国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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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科，专为教会弟子而设，他任主任。１０月１０日开

［１５】梁元生：《三重文化身份的融合：中国现代历史行程中的英

学，１８日上课，他亲自为２３名学生授课。在筹备公

家三代》，《儒耶对话新里程》，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

教大学的过程中，他曾陷入一场官司，后来经过罗

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２００１年。

马教廷的裁定，只许可公教大学办学，不许可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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