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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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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９１）
［摘要］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
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
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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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方大批天主教传教士纷纷涌入中

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

国。在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他们深入各地

传教士有三十余人口］（嗍’。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

设立教区，建筑教堂，传播教义，希冀劝化更多的中

一月，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

国人皈依天主教。与此同时，他们也兴办了慈善事

“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在此组织

业，赈济自然灾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援助下，直隶西南代牧区主教戴济世派遣神父谢儒

迄今，学术界的研究多着眼于基督新教兴办的慈善

略为本区灾民发放了Ｊ很多救济物资Ｈ］（嘞叫）。１９２１

事业上，对于天主教会的慈善事业则缺乏系统分析

年１１月，北京及各地华洋义赈团体成立了“中国华

和探讨。本文以近代直隶地区为例，对天主教传教

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作为中国常

士赈济自然灾害的缘起、概况及社会功效等作一简

设性救灾机关。在华洋义赈会的组织与协调下，教

单论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会的赈灾事业日趋发展。从相关资料看，直隶天主

一、传教士对水旱等灾荒的赈济

教会对自然灾害的救济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筹募款物，赈济灾民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据李文海等人

筹款捐物是教会救济灾民的主要措施之一。各

所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附录《中国近代灾荒年

地教会首先从传教经费中拨出一批款项救济灾民，

表》统计，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间，直隶地区只有九年没有

有时是设立粥厂，开仓放粮。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灾荒记录，其他年份中每年都有一种或多种灾害。

年），察哈尔地区大荒，中蒙古代牧区主教巴耆贤

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华北旱灾，直隶灾区极广，仅

“借过五万法郎从事救济灾民的工作。在南壕堑

河间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

（今尚义镇），教士们在一个月内发放过二百袋麦

未有”【１ Ｊ（嘲’。民国以后，直隶各地更是连年灾害。

子””Ｊ（聊）。１９１７年，直隶水灾，正定“文大司牧（文

１９２０年，直隶、山西、山东等地旱灾严重，仅山东北

贵宾——引者）动用该堂基本金以恤灾黎”【６

部、直隶南部及山西一部被灾人口就约一千五百

１９２０年，华北旱灾，保定教区代理主教满德贻“特在

万【２ Ｊ。面对千百万灾民，政府的救济只是杯水车

传教用费项下，以三成拨归赈济灾民。在外堂设立

薪，为此，自助义赈活动和义赈团体在社会上纷纷兴

粥厂数处，收容男女难民数万余名”＂Ｊ。各地教会

起。天主教传教士亦加入赈灾救荒的行列。

除动用传教经费外，传教士还以个人名义捐款、捐

Ｊ。

其实，早在教会成立初期，传教士就曾从事过零

物，并劝诫教徒积极捐助。１９１８年，永平修道院二

星的赈灾救荒活动。在清光绪二至五年（１８７６—

十余名修道生“将每日所食麦面换为玉（米）面，以

１８７９）的“丁戊奇荒”中，传教士的赈灾救荒活动开

每月所省京钱二百余吊充作赈款”ＩＳ］。１９２０年，沧

始趋于组织化。当时，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

县贾司铎向教民之殷实者筹款七百余元购备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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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沧南无力播种之贫户一Ｊ。
２．呼吁国内外慈善机关救助灾民，担当灾区赈
济专员

以救助：一是设立贫儿收养所，专门收养孤苦无告之
幼男弱女，就地养育。１９２０年，直隶旱灾，天津代牧
区代理主教文贵宾将堂内基金拨出一点五万元，特

天主教会鉴于自身力量薄弱，无法救助众多灾

嘱托沧县、盐山、南皮、庆云四县传教司铎收集稚弱

民，只有向国内外慈善机关呼吁，号召全社会共同救

无靠之孩童，计共九百五十余名【９Ｊ。柏乡贾庄天主

灾。１９２０年，直隶北部代牧区助理主教文贵宾因

堂孟司铎自１９２０年人秋以来，已收养婴儿二百余

直、鲁、豫三省旱灾遍地，“特来津与义赈会接洽，建

名。又在柏乡、临城、隆平、唐山、任县等地村庄设立

议拯救方法。又函致上海仁济善堂孙仲英先生，以

贫儿收养所十七处，收养孤儿共四百名，分派男女先

为灾民请命。”［１叫庆云、大名、盐山、丰润等地天主教

生二十人，教以注音字母、算法、女红等掣１４３。二是

司铎亦纷纷把本地灾情登诸报端，呼吁各慈善机关

设立灾民学校，教内外灾民儿童均可入学，学校免费

紧急救助。

供给食宿。直隶东南代牧区西南境１９２１年共建立

在教士的呼吁与倡导下，国内外慈善机关和个
人积极响应，迅速调拨大批钱款和物资运抵灾区。

灾民学校二百三十五处，学生五千零六十五人，男女
教员三百六十九人¨５｜。其他教区情况亦然。

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慨允捐助意币五万丽耳（与

４．修堤筑坝，治理水患

法郎同价）”Ｌ２ｊ，以救助１９２０年华北灾民。鉴于传

对于频繁肆虐的水灾而言，散赈、放赈只是治表

教士具有丰富的赈灾经验和救灾热情，华洋义赈会

之法，而修堤筑坝、开凿渠道才是根治水患的治本之

等慈善机关多任用教士为赈灾专员，负责向灾民分

策。有鉴于此，一些传教士在对灾民施赈的同时，亦

发救灾物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直隶水灾，红十字会

引导其治理水患。如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水灾

与上海济生会多次委托天津汤、杨二位司铎放赈。

过后，南壕堑的传教士曾用以工代赈办法，雇用灾民

所查灾民状况，皆由汤司铎拍照。汤、杨二位司铎严

种植树木，还雇用许多人修筑堤坝、开凿渠道、筑造

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获得社会人士认可。时任赈灾督

围堡、改良土地等∞］（脱’，起到了良好地防洪、抗洪

办处督办熊希龄云：“教会此次办理放赈之事极善，

效果。宁津范家庄司铎白世珍于１９１７年洪水来临

可惜为数不过数万耳。水灾之初起时，余已与各教

之际，亲率数百人抢修该地沙河河堤，使得“高田嘉

会通函，请出帮忙，然亦有置之不理者，可惜！可惜！

禾，得以丰收”【１６ Ｊ。１９３６年，西湾子代牧区高家营

若公教人均肯出来帮忙，不仅灾民之幸，亦国家之幸

子村（今崇礼县高家营镇）传教士在水灾过后，提倡

也。”【１１］从熊希龄的谈话中可知，在１９１７年华北水

与村民合资，在河漕两岸修筑两道石坝，以预防将来

灾之初，天主教会与社会各界慈善机构的合作还不

的水患［５］（刚’。传教士倡导的标本兼治的治理水患

十分密切，以至有些教士对熊希龄督办的请求“置

措施，确实减少了水灾的发生，保护了乡民的生命和

之不理”。及至１９２０年华北大旱灾时，国内外各慈

财产安全。

善机构与团体日趋联合。１１月，成立“北京国际统
一救灾总会”，统一办理宣传、联络、采粮运粮、卫生

二、传教士赈灾救荒的动因

防疫及对部分赈款统一分配。在这种形势下，教会

１．基于慈善、博爱之心救灾

的救灾活动也纳入到全国抗灾救荒之中，越来越多

仁爱、慈善之心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一种情感。

的传教士被慈善机关委任为赈济专员，到各灾区发

基督教宣扬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

放赈灾物质。

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

３．设立灾民学校，收养灾民幼童，采取养教兼施

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Ｈ５４２’这里提到的
近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乡亲，而是特指那些

原则

在历次大的自然灾害中，命运最惨的莫过于灾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基督教不仅提出爱近人，而

民的幼小子女。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绝望时往往卖

且要求教徒爱罪人、爱仇敌。基督宗教所倡导的爱

儿鬻女，有时甚至将婴儿遗弃或杀害。１９２０年，华

兄弟、爱邻人、爱仇敌的博爱思想，是一种普遍的爱、

北旱灾，各地“鬻儿之风日甚一日，男孩每名二元，

无条件的爱，它需要人的慷慨、怜悯、慈悲、仁爱和自

竟有不索值而给与人者”［１ ２１，“年十四五岁之女郎，

我牺牲精神。博爱是基督宗教伦理思想的基本原

价值不过三四元，尚无人过问”旧Ｊ。顺德（今邢台）

则。传教士正是基于人类所具有的仁爱慈悲之心，

一妇人“因饥饿难忍，致将幼子煮而食之”Ｌｌ引。面对

本着基督宗教的博爱精神，积极救灾，赈济难民。

处境悲惨的灾民子女，传教士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予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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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隶各地救灾过程中，一些传教士不辞劳苦，

◆史学纵横◆
热诚救赈，有的积劳成疾，有的甚至牺牲性命。１９１８

扩大教会影响，以树立教会热心赈灾、关注灾民的新

年春，直隶南境瘟疫盛行，正定府尤甚。“教堂内之

形象。

神父、修士等不避性命之危，专为拯救教内外人之身
神，以故染疫而死者有二位传教士、一位贞姆及一位

３．传教士利用赈灾之机传教，希望皈依大批灾
民

在会之依理满（外籍修士）外，尚有三十余修道士，

传教士传教的终极目的是救赎人类灵魂，使更

全是甘愿拯救染疫之人而抛弃自己之性命者。”天

多人皈依天主教。为此，“他们在从事社会事业的

主教士这种“甘欲牺牲身命为救吾中国人之热

时候，当然寻求传教的机会”［５］（ｎ¨。这样一来，赈

忱”¨８｜，大大彰显了基督宗教的博爱、慈善精神，这

灾救荒等慈善事业理所当然成为传教士一种重要的

种普世的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泛爱。

辅助传教方式。罗马教廷驻中国宗座代表刚恒毅指

２．传教士借助赈灾救荒等慈善事业，树立教会
新形象

出：“福传最有效的方法有三：学校、刊物和慈善事
业。”［２２］‘哳鲫长期在直隶地区传教的法籍神父孟爱

中国近代天主教会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

理认为：“慈善事业对传教事业有很大帮助，这是间

事侵略而迅速扩张和发展起来的。在对华不平等条

接的讲道，能触动教外人的心。”［４］（ｎ㈣基于这种认

约的保护下，天主教会强力向直隶内地推进，引起了

识，天主教士在进行赈灾救荒的同时，无不抱有吸引

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一些传教士依靠治外法权干预

灾民皈依天主教的实用主义宗教动机。

地方政务、介入民间词讼，造成很多民教矛盾，引发

赈灾传教作为教会一种简便、高效的传教方式，

了一系列教案。仅《教务教案档》和《清末教案》统

在直隶各教区得到广泛应用，献县教区是其中典型

计，从清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６０－－１８９８）

的代表。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献县旱灾，传教士

底，直隶乡村共发生教士或外国领事、公使干预，由

以各种方式对灾民实行赈济，“但前提是必须研究

中国政府处理的教案八十五起ｎ９］㈣扪。天主教会不

教义并学习必要的经文”［２３］（Ｐ１５４）。１９１８年，直隶水

可避免地带有殖民侵略的色彩。教会、教士作为

灾，献县教会对难民施粥，“每次（难民）吃粥前先

“列强侵犯中国之唯一的具体代表物”㈣］（聃’，成为

有十分钟的要理讲授。”［２３］（Ｐ１６５）尽管赈灾传教简便、

义和团攻击的直接目标。而发生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高效，但也存在很大弊端。由于灾荒年时领洗太快，

的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政界

许多人在灾荒过后便不承认自己是教徒。据献县教

的一场反教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以反对西方列强侵

区档案记录，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１３１６４名教徒

略相号召，势必会波及到天主教、基督教。面对中国

中有３０１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一些明智的传教士逐渐

年），１４１６２名教徒中有２９７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

认识到依靠强权传教的弊端。他们认为，只有拉大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２６１２５名教徒中有１６０１人不

教会与列强的距离，摆脱教会殖民主义的形象，才能

愿承认是教徒；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２９１０５名教

应对中国人民对教会的抵制与反对。为了树立教会

徒中有１８７９人不愿承认是教徒；清光绪二十七至二

新形象，一些传教士逐步改变令人诟病的诉讼传教

十八年（１９０１－－１９０２），４７１３２名教徒中有６０３６人不

方式，采取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传教政策。慈善

愿承认是教徒心３］（ｎ０２’。鉴于不少人在得到教会救

事业传教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传教方式。罗马教皇

济后就不再研究教义，更不肯领洗入教的情况，献县

比约十一世在对传教士的训词中说：“让我来提醒

教区于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十月规定：接受教会赈

你们我在另一个机会所讲过的话，那就是，凡是关怀

济者须表示接受信仰并交出财产抵押卷，开始读教

居民身体健康的，救济贫病的，对婴孩和儿童慈爱

理时可领钱三吊，领洗时再领钱二吊，中途不肯人教

的，都会获得当地人士的好感和爱戴，因为仁爱和慈

者须交还赈济款并领回财产抵押卷心３］（川５５’。从献

善是最易感动人心的０”［２１］（Ｐ１３７０）

县天主教会的上述规定看，传教士确实把赈灾作为

在教皇鼓励下，直隶各地传教士把扩大慈善事
业作为改变教会形象的一个重要步骤。为此，各地

一种传教方式，他们在确保灾民研究教理并进而入
教的前提下，始对灾民予以赈济。

传教士及教徒以极大精力和热情投入到赈灾救荒的

三、传教士赈灾救荒的社会效果

行列。他们改变原来零星、自发的救灾方式，有目的
的组织起来，并与国内外救灾团体协同合作，共同救
灾。同时，他们利用教会兴办的一些报刊登载教会
救灾成绩及一些教士、教徒救灾事迹等，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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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衣无食的灾民，传教士施粥放粮，使大批灾民

中国社会中。
３．大批灾民人教，促进了教会教务的发展

得以活命。武邑县孟司铎在１９２１年荒灾中，采办了

由于传教士一直把赈灾等慈善事业作为辅助传

六百二十七吨高粱亲自散放到三百二十个村落中，

教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们在救济灾民时总是不失时

叨其惠者计一点二万家，居民借保余生者达十之六

机地宣讲天主教教理，传播教义，并采取分发救济

４－７［２４］
ｕ

粮、给予钱款等物质刺激的手段吸引灾民人教。在

０

与救助成人灾民相比，传教士更重视对儿童的

教会的严格要求下，许多灾民出于活命的需要，只好

救助。这除了因缘于灾区儿童的悲惨处境外，还因

以入教为条件，换取教会的赈济。如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

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因今日多救一孩，即

直隶大水灾中，直隶东南代牧区有七百名灾民领洗

他日多一家人民”¨５｜。在传教士的救助下，许多幼

人教心３］（ｎ６引。文安辛庄村亦有许多灾民借机人教，

童得以存活。献县教区在１９２０年旱灾中即抚养二

至１９１８年，辛庄村约有８０％的村民人教‘２７］（Ｈ㈣。

万多名儿童心３］∽培”。在挽救这些弱男幼女性命的
同时，教士对灾民儿童还进行教育，使其“勿虚掷光
阴，不染恶习，致将来有败毁家业之结果，诚为一种
慈善之事迹也”【Ｊ

５‘。

２．教会形象有所改变，缓和了教会与中国民众
之间的矛盾

直隶地区天主教士的赈灾救荒事业对于改变教
会殖民侵略形象确实有效。一些教士所表现出的慷
慨、慈爱、不辞劳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获得了社会的
认可和好评，缓和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矛盾。１９１８
年春，正定教区为救治瘟疫病人而牺牲的教士、修女
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赈灾督办熊希龄、
直隶省议会、天津红十字会等均致电主教文贵宾，高
度赞扬教士、修女的甘愿牺牲精神。“１１月７日，徐
（世昌）大总统特下令给予文主教若望以二等嘉禾
章一枚。”ⅢＪ一些在灾荒中担任赈济专员的传教士

直隶西南代牧区在１９２０年旱灾中也吸收不少灾民
人教。阜平第一批新领洗的教徒有三百人，井陉、平
山、元氏、临城、沙河等地同样增加了望教者的数
目［４］（Ｐ１３８）。景县自１９３６年大水灾后，一直民不聊
生。为了救济灾民，主教凌安澜要了大批救济物资，
凡信仰天主教的穷教徒和愿意入教的贫穷人，每人
每天一斤红高梁，一时欲进教者甚多。东朱河教堂
附近村庄欲信教者达数百人。１９４０年６月，三百余
人同时领洗人教‘２８］‘ｎ４７＿１４引。上述为求教会赈济而
人教的灾民，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内心信仰夭主而奉
教，而是在生存危机面前不得已的选择，是典型的世
俗功利动机。尽管大批灾民抱着实用功利目的而人
教，但经过长时间对天主教教义的学习与理解，有些
人后来诚心皈依天主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灾民人
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会教务的发展。

因查勘详密、公平正直，亦获得灾民普遍肯定。１９２１

尽管近代直隶天主教会实行的救灾政策和措施

年６月，庆云县灾民专门致函天津《益世报》，对

救助了大批濒临绝境的灾民与儿童，但我们在对教

１９２０年华洋义赈会委托放赈的杨、斐、徐三位司铎

会的赈灾慈善事业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应正视教会

高度赞扬，称他们“散放有方，手续详明，按灾情之

利用赈灾进行传教活动的弊端。就传教士而言，他

重轻，定施放之先后。食赈之户，分为极贫、次贫，大

们的目的是利用一切机会传播福音、发展教徒。只

公为怀，无论教民、平民，奸人不得欺蒙，平民皆得实

要教士不采取强制人教的手段，其传教行为应无可

惠。而且涓滴归公，无丝毫妄费，所任在堂各员，只

厚非。然而，个别传教士和教会的做法确实有违灾

用菽粟充饥，又皆勤苦耐劳，实为难得”心６｜。寥寥数

民意愿。前文所述献县教区对灾民赈济的严格规定

语，充分表达了灾民对放赈司铎的赞誉。一些官商

即带有强制色彩。因此，灾荒时期许多灾民并非出

绅董还代表灾民向热心救灾的传教士送匾额、万民

于宗教信仰动机而入教，乃是在教会强制规定面前

伞等物，以表彰教士的赈灾功劳。武邑县孟司铎

世俗功利目的使然。许多人在荒年过后渐渐退出天

１９２１年即收到匾额六方、国旗二面、万民伞一

主教会即是最好的明证。正是教会急功近利甚至强

顶‘川。

制的传教政策，使教会赈灾慈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

上述教士博爱为怀、热心赈灾的事迹，与以往教

影。同时，灾荒时期大批灾民人教的事实也给人们

士依靠强权、仗势欺人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助

留下天主教民多为“吃教者”的印象，并在一定程度

于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深入了解，从而缓解了近代以

上损害了教会形象。传教士片面追求教民数量的赈

来教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减少了

灾传教手段虽可一时奏效，可从长远看却是一种短

民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天主教会也进一步融入到

视行为，对教会的发展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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