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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城市慈
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在其形式上已经
突破了传统局限，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操作程序与财务监督机制，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运
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也呈
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由内向外的社会联接冲动。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仅在社会学层面上表
征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特征，也对当代的都市居士佛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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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慈善事业自北魏开始就相继出现了僧祇粟、无尽藏、药藏、悲田养病坊、福田院、
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慈善方式及慈善机构。古代佛教慈善事业主要是由佛教寺院来组织进

行，居士佛教只是寺院的一种外围组织，其慈善活动也主要表现为在寺院的组织与领导下的行

为，且以为寺院提供物质支持为主要任务。晚清以来，僧院佛教急剧衰落，寺院的财产也受到各

方势力的窥视与掠夺; 及至民国期间，佛教寺院已自身不保，更无力从事慈善事业。与此相反，

由于近代居士佛教的兴起，特别是新兴工商业居士群体的出现以及西方基督教慈善的影响，使得

民国期间的居士佛教慈善蔚然成风，并形成其自身的特点。即以上海为例，民国时期上海居士佛

教其在慈善形式、慈善组织模式、慈善资金运作模式、慈善空间覆盖以及慈善理念宣传等诸多方

面都有其一定的独特之处。其中，就慈善形式来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将传统的佛教慈

善形式———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等发展成为日常化的稳定模式，使之成为城市社区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它还广泛开展了诸如临时性赈灾、战时难民救助以及养教结合的慈善办

学等新形式佛教慈善活动。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形成了较为规范化的运作模式与制度机制，概

括而言，其运作模式可分为常态化的社区服务模式与临时性赈灾这两大类。本文试就民国上海市

区居士佛教慈善的基本运作模式、特点及其意义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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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中国化的民间与民俗向度” ( 项目批准号: 13BZJ008 ) 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

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 ( 项目批准号: 11＆ZD117)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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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态化的社区服务模式

民国期间，上海不仅存在大量从各地涌入的难民①，而且还存在为数众多的缺乏稳定收入来

源、需要靠社会救济维持最低生活的居民群体———城市贫民②。这些难民与贫民在民国上海城市

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落，其集中居住地就成为所谓的棚户区。关于当时沪上棚户区的具体情

景，美国学者韩起澜 ( Emily Honig) 在其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中转述了当时一

个西方游客的见闻③。
上海棚户区不同时间在不同地区出现，民国期间随着上海东区杨树浦、西区曹家渡和小沙渡

( 沿苏州河) 等地的各种工厂的建立，来厂工人往往就在附近区域建起了棚户区。20 世纪 30 年

代，“药水弄”曾成为拥有 1000 多草屋的棚户区。1932 年和 1937 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棚户区

迅速扩散，尤其是闸北区出现了大量的棚户区。这些棚户区的贫民不仅无钱治病，甚至衣食也成

为问题，因此面向社区的慈善救济非常急需④。
面对城市贫困社区的救助需要，民国期间上海的众多慈善团体都将施医、施药、施衣、施

粥、施材等社区慈善服务作为自己的慈善内容，居士佛教组织也将这些服务形式纳入自己的慈善

范围之中。作为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最大组织的 “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与 “上海佛教净业社”，

均积极展开了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等常规性活动，并专门成立了 “施医处”、“施材

处”等相关部门负责组织、管理、运作。通常，这些部门都会制定具体的章程，有序按章进行

活动。如，“世界佛教居士林”规定，其 “慈善部”下设施医处、施材处、放生会、赈灾协会、
佛教公墓 ( 设慈善部办理之) 。如，“世界佛教居士林”下设的 “施医给药处”，除在居士林林

所、居士林附近沿街设立“施医给药处”外，还聘请义务医生，于不同街道设立分支的 “施医

给药点”。“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材处”在施送棺木的同时，还兼施诊给药并酌办施米、施

衣、施茶等，并且该处制定了详细的 《章程》，实行 “会员制”。施材处章程规定，施材款项由

会员定期缴纳及接受其他特捐，该处每月、每年均编印施材报告，说明常捐与总捐款项。净业社

专门制定了《慈善部简章》，规定了施医给药及施衣、施米等具体办法。其中包括，每逢冬令施

衣、施米之前，先派工作人员前往相关街区进行考察，决定最急需施救的街道及施给对象。上述

这些慈善活动具有长期性、定时性、稳定性等特征，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常捐、特捐、乐捐等，并

充分尊重捐款人的意愿，指定用于 “放生”的善款，就只能用于 “放生处”，指定用于 “施材”
的，就只能用于“施材处”，不得挪作它用。
“上海佛教净业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都在市区贫民集中的街区设立了施医、施材和施

衣、施米处，经常性地提供一些社区服务，惠及社区贫民。当时慈善服务聘请的医生分两种，一

种是特聘的专门医生，一种是聘请的义务医生。收费情况也分两种，一是全部免费，一是减免部

分费用。居士林专门设置的施诊给药处一般费用全免，其所需费用由各方捐助维持; 义务施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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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上海的外地移民不断涌入。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北方旱灾南方水灾不断，又加上连年的军阀
混战，百姓纷纷背井离乡，躲避灾难，上海成为流民迁移的目的地之一。这些移民之中既有各地的贵族士绅阶层，更
有大量的底层贫苦老百姓。
这些城市贫民包括人力车夫、搬运工、乞丐、流浪汉等等。据统计，1920 年中期，上海的人力车夫有 6—8 万人，码
头工人有 5—6 万人。这些底层苦力的劳动流动性大，组织松散，且收入低下。详细情形参见蔡斌咸《从农村破产所
挤出来的人力车夫问题》，《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6 期 ( 1935． 8) ，第 36—42 页。
EmilyHonig ( 韩起澜) 记述道: “在苏州河的高河段地区 ( 虹口) ，从斯高特路往北，游客们只要愿意就会看到一个真
正的乞丐村。这些人来自长江以北，江北是个贫穷地区。他们的草房是用手脚边能得到的随便什么东西盖起来的———
泥巴、芦苇、碎砖、旧木板、动物毛皮、麻袋布，还有宣传昂贵肥皂的涂瓷漆铁皮广告牌。那里有的婴孩和顽童冬天
穿着很少的衣服，夏天光着屁股。参见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版，第 41 页。
据 1931 年上海市关于霍乱流行的报告中，提到当年华界患者 286 人，死亡 30 人; 公共租界患者 96 人，死亡 10 人; 法租
界患者 2 人，死亡 2 人。其中，华界 286 名患者均未注射预防针，且华界患者的经济状况分别是: 贫困者 276 人、中等收
入者 10 人，富人无一患者。参见熊月之主编，罗苏文、宋钻友著《上海通史》第九卷之《民国社会》，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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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点凭居士林出具的介绍信可获得半价或全免的待遇。如，世界佛教居士林施诊给药处刚成立

时，主任为沈润秋居士，特聘医生有内科、外科、儿科三人，聘请的义务医生有中西医 10 余人。
这些带有慈善性质的义务施诊给药点，分布在上海的不同街道行医，其街区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世界佛教居士林施诊给药点分布情况表①

医生姓名 所属科别 行医地址

黄宝忠 内外科 北浙江路宁安坊

吴彝珠 西医 西成都路威海街路口

陆顺宝 专治癞子头 四马路 547 号得胜唱机公司内

姚惠安 内幼科 闸北大统路永祥里 6 号

葛谦儒 妇孺科 南成都路威海路街路口

徐丽洲 痧痘科 老闸桥北新小菜场对面

李冠申 内外科 闸北国庆路益兴里隔壁

丁福保 内科 梅白克路 121 号医学书局

任农轩 推拿、痧痘科 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对面福源里 1 号

张尔梅 内外科 南阳桥新乐里 2 号北福建路新唐家弄钱江公学内

叶鉴清 内外科 厦门路尊德里 22 号

由上表可知，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医施药点已经分布到上海的不少街区。世界佛教居士林的

施医施药在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基本上进入到常态化，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前来就诊的贫病者

人数也逐渐增多。据统计，1929—1931 年中，居士林共施医给药 13705 人次，其中 1929 年 2365
人，1930 年 5437 人，1931 年 6003 人②。而到了 1934 年，1—3 月施医挂号的人数就有 756 人，6
月份一个月就达到 744 人，7—9 月即达到 3093 人。

净业社在其社里设置了施医施药处，聘请了中西医，并于每日上午 10 时———下午 3 时坐堂

问诊。费用方面，规定酌情收取号金或免除号金。就诊病人需用药品除本部酌备外科用药数种

外，均应自向药铺购买; 如实在无力购买者，或由本部随时给发，或由本部给予免收药资凭证向

本部指定药铺照方领药。实在无钱看病的贫苦求医者可完全免费。此外，净业社还办理常年施药

事宜，净业社慈善部制定的 《佛教净业社慈善简章》规定: 每逢夏令，酌送各种暑药; 凡施送

中西药品时，须由本部主任于药方上加盖小章，以昭郑重; 施送中西医药品之医方，需备两联

单，并编定号数，一联交病人持向本部指定之药铺领取药品，一联归本部存根。每逢月底由药铺

开具发票，注明某药号及药资数目向本部算取价钱③。据 《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报告称: “丁

卯年 ( 1927) 施诊 6217 人，施医 4121 人，计划药价洋 1520 元，西药价洋 259 元。外种末药 360
元，药膏暑天急救各种药品 77 元。”④

此外，居士佛教慈善的难民收容所、慈善教养院等慈善活动，也是针对非常时期城市特殊群

体所实施的社区性慈善服务。其中，为了救助因战乱逃到上海的难民，上海佛教净业社在 1927
年就成立了“净业社难民收容所”。有关此间的难民收容情况，《净业月刊》第 11 期的《净业社

收容所纪略》对此有较为详细记述⑤。净业难民收容所与当时的红十字会、工部局卫生处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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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该表为笔者依据相关资料绘制而成，相关资料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 ( 1933)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
Y3—1—179，第 60 页。
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 ( 1933) ，第 60—61 页的统计表。
参见《净业月刊》第 11 期，1927 年 3 月，第 417—419 页。
《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上海市图书馆近现代文献阅览室 ( 索书号 263108) ，第 2 页。
参见《净业月刊》第 11 期，1927 年 3 月，第 414—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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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慈善个人之间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与协同，并接受这些组织与个人的钱物资助①。与此同时，对

于这两个收容所的管理，净业社还制定了详细的 “收容所规则”，保证收容所的正常秩序，同时

还明确组织领导，由关炯之、黄涵之任主任，由穆家樑、刘翰如、黄伯禹等负责总管理。此外，

沪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救助工作莫过于 1937 年的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据当年的 《立报》
所载，1937 年 10 月初，上海的难民不下 130 万，这些难民大都露宿街头、无家无食②。当时沪上

佛教居士主要依托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 ( 简称“慈联会”) ③下设的 “救济战区难民委

员会”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工作。“慈联会”主任为许世英，副主任为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为

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实际负责该会的救济工作。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都是佛教居士身份，且

都在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兼有职务。赵朴初是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且以 “慈联会”常委身份，

任收容股主任，负责收容所的设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以赵朴初为骨干的居士

佛教难民救助工作，不仅制定了细致的组织结构，还积极争取海内外各界包括工人、文艺界、教

育界、工商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民国前后，因鉴于当时上海城市中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孤儿甚多，由居士佛教组织出面创

办的慈善教育也逐渐兴盛，其中亦以上海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最具代表。其中，世界佛

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不但以个人名义举办过众多慈善教育，还领导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了 “第

一义务小学” ( 后改名为“慧仁小学”) ; 净业社先是由关炯之创办了 “净业教养院”，后改名为

“少年村”，由赵朴初具体负责。这些居士佛教慈善教育，不仅规模较大，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

养教特色，是民国儿童慈善教育中不可忽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世界佛教居士林的 “惠仁小

学”、净业社的“净业教养院”及其后来的 “少年村”等，在组织形式上分别制定了董事会制

度，并按照学校教学的办学规则制定教学与管理的专门性规章制度。如，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的

“慧仁小学”成立了董事会，聘请质量较高的有执业资格的教师任教，并制订了详细的学校规章

制度和严格的升学制度; 在教材的使用上除了通常的国文、算术外，还开设英语课和丰富的课外

活动课，并特别“采用当时教育部审定各教科书中之含有道德旨趣适合造就新国民者”。由于办

学富有特色，以致不少富家子弟也慕名入学，但 “慧仁小学”一直坚持以招收贫困学生为主，

并为贫苦学生减免学费，不足的费用则由居士林补贴或由校董募捐④。

二、临时性赈灾的基本运作模式

上海在近代社会慈善中扮演了一个总后方与指挥部的角色，各慈善机构都利用上海的人力、
物力积极组织就近或跨区域的慈善活动。其中，上海居士佛教慈善针对临时性的赈灾，往往采取

三种应对途径: 其一，直接由居士组织下设的慈善部或 “赈灾协会”组织领导进行赈灾; 其二，

联合佛教僧界及相关佛教慈善团体 ( 包括居士组织联合、居士与僧侣团体联合) 组织临时性的

赈灾领导机构，如义赈会、协赈会等进行赈灾; 其三，面对大型的赈灾活动，或者自己力量不够

的情况下，往往采取联合、配合、协助其他各非宗教团体的赈灾协会共同进行赈灾。其中，第三

种情况相对简单，即主要开展劝募宣传与筹集善款，或派人员直接前往相关慈善机构在其领导下

协助展开工作。其中，第一、第二种赈灾模式，基本上按照当时一般慈善赈灾的通行模式启动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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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
参见上海宝山区史志学会、上海宝山区佛教协会编写的内部资料《雪地红旗飞吼———从净业教养院到上海少年村》之
《综述》，第 1 页。
“慈善团体联合救济灾会”简称“慈联会”，成立于 1936 年西安事变以后，主任为许世英，副主任为黄涵之、屈映光，
赵朴初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该会应该区别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创始于 1927 年。最
初有沪上各慈善团体主要负责人王一亭、关炯之、黄涵之等联合发起组织。凡沪上慈善性质之团体均可加入该会。该
会依据互助精神专事推进改善与维护各会员所办一切救济事业，并联络沟通各会员相互间的情感为主旨。该会事务所
设于云南中路 35 号仁济善堂内，并于同年 5 月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备案。另外，“慈善团体联合救济灾会”是否为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下设机构，尚需进一步核实。
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 ( 1933 年) ，第 5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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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程序，即“成立赈灾领导机构”——— “劝募宣传”——— “筹集善款”——— “发放救济” ( 放

赈) ——— “公布征信录”。其基本运作模式与过程大致如下:

( 一) 成立赈灾领导机构。当获知某地发生较大的灾情时，往往先派人前往考察灾情，然后

或由居士佛教组织的 “赈灾协会”，或由居士界、僧界的德高望重的人出面 ( 如居士界的王一

亭、关炯之、黄涵之，僧界的印光、谛闲等) 号召组织临时性的 “赈灾领导机构”———如各种

名称的义赈会、协赈会等，进行统筹领导。如，1920 年，北方 5 省大旱，世界佛教居士林就在

其“慈善布施团”的组织领导下展开救灾工作。1917 年，在听闻北方大水灾后，沪上居士狄楚

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在高鹤年的联络下联合僧界谛闲、印光等发起组织了 “佛教慈悲义赈

会”。“佛教慈悲义赈会”设址于玉佛寺，由狄楚青居士综理一切事物，高鹤年分赴各地组织赈

灾分会、劝募赈灾。1931 年，苏、皖、赣等 8 省发生特大水灾，灾民达 1 亿多人。世界佛教居

士林随即成立“水灾义赈会”与“救命团”，统一组织领导并配合其他慈善组织展开援助活动。
( 二) 劝募宣传，筹集善款。成立赈灾领导机构后，紧接着就是声势浩大的劝募宣传活动。

劝募活动的形式多样，除组织街头演讲外，主要还包括在佛教期刊或报纸上发表各种 “劝募宣

言”，以及通过组织各种 “义演”、 “义卖”方式筹集善款。在赈灾宣传阶段，沪上的报纸、电

台、佛教刊物等传媒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 1931 年的水灾义赈中，世界佛教居士林就在 《世

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等佛教杂志上先后刊登 《筹募水灾急赈启》、《为水灾劝募锅巴启》、《为灾

黎征募棉衣裤启》等，号召广大居士为灾民捐助钱款与物资。这些由居士社团发起的劝募告启

自然有着较浓厚的佛教劝善思想，如 《筹募水灾急赈启》中写道: “佛者觉也，教者教人自觉

也。众生历劫，起惑造业，感召苦报，皆由不觉为因。是故菩萨愍之，繁兴无缘大慈，同体大

悲; 务普化一切有情，尽拔其苦而与之乐。度他也，即是自度。近两个月来，报载湖南、湖北、
河南、江西、福建、天津、张家口等处，均苦大水为灾。灾区之广阔，灾民之苦难，需赈孔急。
诸上善人，对此能不发菩提心，思普度以慈航乎?”①

不是所有居士佛教的劝募宣传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些面向一般市民大众的劝募活动，

往往也会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如，1917 年哈同花园为京直奉水灾举办的游园义赈，1920 年世

界佛教居士林慈善布施团假上海大舞台的义演赈灾，以及 1931 年居士王一亭、王晓籁、闻兰亭

等发起的“上海筹赈水灾各省游艺大会”等，都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的带有娱乐性质的义赈活

动。其中，哈同花园的游园义赈活动非常有特色。哈同花园是旧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位于原静

安寺路 ( 今南京西路) ，为犹太裔富商哈同 ( SilasAaronHardoon，1851-1931) 出资修建。哈同的

太太罗迦陵 ( Liza，Ｒ，1864—1941) 是当时上海的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大居士，她曾和僧人宗

仰、月霞等交往密切，曾捐资刊印《频伽藏》大藏经，并在哈同花园内创办过 “华严大学”以

培养佛教人才。哈同花园因此也成为沪上居士佛教游园义赈的重要场所，如 1917 年 9 月 25 日

起，哈同花园主人曾在当时的 《时报》上连登 4 天广告。其广告内容如下:

上海哈同花园游览大会 每卷一元 童仆减半

本园主人哈同先生，因京直奉水灾待赈，特允于阴历四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日开放四日，任人游览。

本园拓地二百多亩，同台花木，步步引人。特色一。
本园点缀新颖，布局完善，各种戏剧幻术无不尽有。特色二。
本园特辟书场，罗致沪上著名校书一千余人，弹丝品竹，借供评赏。特色三。
本园每日夜间并行大会，旗灯仪仗，簇簇主新，数里之遥，逶迤可达。特色四。
文人雅士，怡情书画，本园特设书画社。特色五。
广仓学窘尚有丛编发行，本园就窘设肆，便于购买，特色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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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 ( 1933 年) ，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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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园添设茶楼酒肆，食馆茶摊，特色七。
花一元门票就能游览哈同花园的美丽景色，且能欣赏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与戏曲名家的精彩

表演，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前来，可谓一时万人空巷，声势浩大。由于游人众多，因此其门票

与义卖收入动辄就达到数十万元之多。此外，1933 年大居士王一亭、王晓籁在江湾叶家花园举办

了类似的游艺活动。这次游艺活动历时一个月，不仅规模盛大，而且文艺表演也非常精彩。当时

的《申报》对此还进行了专门报道①。
在民国沪上各类赈灾活动中，组织者通过组织娱乐消费的方式来筹集救济经费，这在当时是

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究其原因，一则是为了吸引广大的市民前来参加，另外也反映了民国上海

市民之间有消费能力高下悬殊之别。当然，在当时商业气氛很浓厚的上海举办这样的游艺活动，

也许还存在某种利益依存的微妙关联，但总体看来这些方式一般都能起到良好的募捐效果。此

外，报纸等媒体在民国沪上的赈灾宣传中也功不可没，它们不仅起到了宣传作用，还制造了一种

由媒体引领的“慈善时尚之风”。在民国沪上“慈善时尚之风”的引领下，富人们往往兴起 “节

糜资”风尚———即将准备用于寿宴、婚宴及聚会的钱资拿出来作为慈善捐助; 不仅如此，有时

甚至连乞丐也会拿出自己的乞讨之钱参与捐助。
( 三) 灾情现场考察，发放救济款物。当募集到一定数量的善款之后，就进入到 “放赈”阶

段。民国上海的居士佛教赈灾放赈中，一般都会派人现场考察，根据灾情轻重之别，酌情分配赈

灾款物。如，1918 年 3 月，高鹤年受上海“佛教慈悲义赈会”的委托，亲自前往京津一带实地

勘察灾情、发放赈灾款。1931 年世界佛教居士林赈济江苏大水灾时，王一亭曾派慈善部主任朱

石僧亲往灾区考察灾情，发放救灾物品。而在 1931 年浙江武康县的水灾赈济中，时年 65 岁的王

一亭还亲自前往灾区现场考察灾情，发放救灾款。为此，当时的武康县长戴时熙曾写信给王一

亭，对他“惠然驾临，慨诺巨款”深表感谢②。此外，居士佛教慈善组织的慈善赈灾虽不以宗教

信仰为条件，但也会顺便宣扬佛教理念，归劝灾民信佛。如，朱石僧在灾区现场放赈之余，又

“极力劝灾民皈依佛法，改过忏悔，称颂佛号，持斋戒杀等。灾民闻而信从者，不可计数。同时

散发念佛珠五千余串，佛像五千余张”③。而净业社也在其 《慈善简章》中规定，所有救济人员

及用于救灾现场的舟车等，均用黄地墨书佛字旗帜袖章，俾使识别; 救护人员另发盖用本社图记

及社长签字之证书④。
( 四) 公布征信录。早在募集慈善捐款时，组织者就会统一印制募捐册，详细登记捐款人姓

名与捐款数额，并将捐款花名册交由义赈会领导及居士组织的监察员监督查阅。待至赈灾结束，

就会统一编制《征信录》，并在报纸或佛教刊物上公开报告赈款的用途和去向。如 《净业社第一

届征信录》中就详细公布了 1927 年净业社募集的款项及其用途，世界佛教居士林在 1931 年水灾

急赈结束后，立即在其林刊上公布了捐款的数额及详细用途。不仅如此，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

刊》、《净业月刊》及《佛学半月刊》上，还会将捐助者的姓名与捐助款额详细地公布出来，一

则以征信实，一则以示感谢与表彰。总之，这种募、收、运、散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

灾程序，也是民国慈善赈灾的通行之责与经验之总结，它基本上杜绝了传统慈善事业中的侵吞舞

弊、贪污中饱之事的发生。

三、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主要特点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整体慈善机构网络的重要

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无论在与自身传统的纵向比较，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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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沪慈善家发起盛大游艺会》，《申报》1933 年 2 月 28 日。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关于浙江赈务报告和有关文件》，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 Q113—6—1。
《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 69 页。
《净业月刊》，第 11 期，第 419—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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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非宗教慈善的横向比较中，都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体现了其内在信仰与外在慈善实践之间的一致性与自觉性。近

代以来，中国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入世转向，极大地发挥了大乘佛教的 “人间性”向度。这种在

现世人间通过利他的行动来实现自我终极超越的佛教思想，成为广大佛教信徒自觉地从事社会慈

善的强大内在动力。就佛教教义学来看，在大乘佛教菩萨道的“六度”之中，“布施”居于第一

位。布施包括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就是给予他人以物质、精神、心灵上的种种帮

助，使他人摆脱匮乏、痛苦与恐惧。总体而言，布施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舍己为

人、扶危济困、急人所难的精神。民国期间，上海居士佛教中净土信仰非常普及，这不仅在于净

土宗具备三根普被的简易性，也在于净土宗易于实践人间佛教的精神。所以如弘一法师所说:

“若修禅定或止观或密咒，须谢绝世缘，入山专修。净土法门则异于是，无人不可学，无处不可

学，士农工学商各安其业，皆可随分修其净土。”①事实上，民国居士佛教所做的种种慈善事业

中，无不饱含净土思想的慈悲奉献精神与 “人间佛教”理想。与此同时，“整个 20 世纪，哪里

佛教界的社会贡献大，哪里的佛教公益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哪里就高悬着净土信仰的指引，闪动

着净土宗人的身影”②。此外，民国期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还与民间一直存在的 “承负”报应

说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民间慈善的主流伦理观。如，1920 年北方五省旱灾时，华北救灾协

会就曾以歌谣的形式进行劝募，其中一首名为 《劝妇女赶制棉衣救济灾民歌》的歌词就充满了

因果报应之理，该歌词道: “我想利物济人从一念起，不若我辈大家齐手赶制棉衣。今日救人将

来报在自己，保佑老少平安就系我辈便宜。若系姑娘太太惯不亲针织，便就婆妈侍俾费点心机。
一个造得一衣积多就成一起，哪怕灾民遍地亦在我辈尽力而为。”③而在 1942 年、1943 年间，沪

上知名居士———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为劝诫世道人心、导人为善，他以满篇因果报应之说撰成

《保富法》一书。该书在当时的 《申报》上连载后，数日之间，便收到助学献金 47 万元之巨，

足见民间对因果报应思想的体认程度。不过，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虽以净土资粮为其内在动

力，但在举办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却已突破了单纯的 “积善行德”的功利化倾向，而朝向敦伦

尽份、各尽天职、服务社会的思想迈进。首先，净土 “信、愿、行”的思想中本身就含有深刻

的“人间化”向度，这有助于将“积善行德”转变为现实社会中的慈善实践。同时，印光法师

的净土思想中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即教人“敦伦尽份”、“各尽其职”; 这又便于将净土理

想转化为现世的利他实践。而从事实来看，无论是施医施药、施衣施米的善举，还是赈灾解困、
战时救助以及慈善办学的无私奉献，民国佛教居士们都已开始摆脱单纯功利化的 “积善行德”，

而体现出服务社会、奉献人群，以及心系民族与国家危亡的近代慈善理念之转型。
其次，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已经具备了形式多样化、制度细致化以及跨地域的特点。古

代佛教慈善主要是由佛教寺院来实施，并且往往都是半官方的性质。在形式上，古代寺院佛教慈

善相继出现了僧祇粟、无尽藏、药藏、悲田养病坊、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其救

助对象主要是病人、老人与极贫之人。宋以后的居士佛教慈善内容有所扩大，除 “八种福

田”———造旷路美井、水路架桥、平治险路、孝事父母、供养沙门、供养病人、救济苦厄、设

无遮大会外，还积极加入到诸如操办婚嫁丧事等。民国以来的居士佛教慈善，一方面对佛教慈善

传统形式有所继承，如放生、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等。不过，即便是这些传统形式，

其在实施对象与实施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的上述传统慈善形式，已

经成为一种年年如此的常规性慈善活动; 另一方面，其实施对象已不再是 “供养沙门”，而是覆

盖到城市街区较大范围的贫困人群。此外，民国居士佛教慈善资金的来源也不像古代寺院那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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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 《净宗问辨》，1937 年 ( 57 岁) 弘一于日光岩念佛会开示。
陈兵、邓子美: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4 页。
华北赈灾协会编: 《救灾周刊》第 8 期，1920 年 12 月 12 日，第 38 页。转引自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
华洋义赈会研究》，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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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官府的安排，而是靠广大信众与慈善家的捐助。除了传统的佛教慈善形式，民国上海居士佛

教慈善还广泛开展了灾荒赈济、战时难民救助以及养教结合的慈善办学等新形式的佛教慈善活

动，其救助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病人、老人与极贫之人，而扩大为战争难民、一般灾民、妇孺及流

浪失学儿童。就空间覆盖范围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已经突破了地域性的局限，而将慈善

范围扩展到江苏、浙江、湖南、华北、西北等国内各地，甚至远隔大海的邻国日本也有民国上海

居士佛教慈善的身影。传统慈善机构大都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其所举办的慈善活动的范围多

局限于本籍或当地，如善堂、同乡会等。清末民初，这一现象就发生了变化，一批全国性的慈善

机构纷纷成立，救济范围大大拓宽。就组织形态而言，民国居士佛教组织，是一种超越了血缘、
业缘、地缘的信仰共同体，加上佛教的慈悲平等思想，故能够平等地对待各地民众的疾苦。世界

佛教居士林以“世界”为名，就意在超越狭隘的地域局限性，而示以心怀天下的宗教情怀。由

此可见，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已经突破了古代传统佛教慈善的封闭性以及其他传统非宗教慈善

机构 ( 如家族义庄、同乡会、行业组织) 的血缘、业缘、地缘局限性，从而呈现出开放性、社

会化的特征。此外，在慈善组织与制度化方面，民国上海居士佛教尤重慈善规章制度与实施办法

的细化，从而使其佛教慈善活动有序、有效、公平、公开地得以推进。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

既是中国佛教适应近代社会变革与时代需要而进行的慈善变革与实践，同时它也受民国时期上海

乃至整个中国的民间慈善之风的影响，并且其本身也就是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体现。
其三，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主体已经由封建地主、士绅转变为城市工商业阶层，且其慈

善领导核心人物往往具有多重复杂的社会身份。从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组织的 《征信录》中

我们发现，民国时期上海居士组织慈善的参加者非常广泛，其成员包括了商界名流、社会士绅名

流、僧侣、一般工商业者，以及教育界、演艺界、工人、小职员、家庭妇女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士。其中，钱多的捐出以千数，钱少的以几毛计。但这都传达出一个信息，即民国时期的慈善事

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风气，社会上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并乐于参与其中

奉献自己的爱心。不过，从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领导核心人物来看，则主要是绅商名流，且

他们都具有多重复杂的社会身份。即如当时的居士界领袖王一亭、关炯之、施省之、黄涵之等，

均为当时的绅商名流。就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来看，他就是一个集同盟会会员、买办、实

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书画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以及佛教大居士等多重身份为一体的风

云人物。王一亭的人生经历很好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移民商人的成长过程，也反映了民国居士佛教

组织领袖人物的典型形象。王一亭之父王馥棠为躲避太平天国之乱，从浙江湖州逃难到上海浦

东，并入赘浦东蒋氏。1867 年，王一亭诞生在浦东。此后，王一亭在 “慎余钱庄”当学徒，在

工作之余学习书画，并于沪上著名的“广方言馆”学习外语。1902 年，36 岁的王一亭出任日资

大阪商船会上海支社买办，后出任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上海总买办。此后，王一亭开始创办自己的

实业，并活跃于各项社会事业之中。作为著名的实业家，王一亭先后发起创办了上海大达内河轮

船公司、信城商业储蓄银行、业成公司、立大和申面粉厂、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湖州

电灯公司等实业，先后出任上海义清地产公司、开明房产公司、沈阳地产公司、华通水火保险公

司、华兴火险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正大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等企业的董事，并

被推选为沪南商务公会首任会长、历届上海总商会协理 ( 副会长) 、商务总会会董、上海出品协

会总干事长、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等。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王一亭早年就投身于维新救

国、上海地方自治等活动; 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并于辛亥革命期间率上海商团攻打江南制

造总局; 上海革命军政府成立后，先后任交通部长和农工商务总长，并以私人信谊筹款 91 万元

资助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著名的慈善家，王一亭先后参与创办了孤儿院、残疾院、平民习艺所、
华洋义赈会、中国妇孺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慈善团、尚贤堂、仁济堂、辅元堂、保安堂

等数十个慈善机构，并出任过国民政府赈救委员会委员。作为居士佛教的领袖，王一亭参与组织

创办了沪上第一个居士佛教组织——— “上海佛教居士林”，并历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正副林长、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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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董事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以及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①。
事实上，近代以来商界人士取代传统士绅而进行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

《上海续县志》中，有 22 个善堂董事小传，其中 13 人有商界背景，11 人出身为士绅学者或官

员②。另对张仲礼先生整理的 《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统计 ( 1930 年前后) 》中的慈善团体主

持人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所属各善堂会所的负责人身份”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晚清民国以

来的慈善机构大半以上都是由商人创办与主持的。其中，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中注明团体名称

与负责人身份的 29 个慈善团体中，负责人为工商界人士的就有 21 人之多③。近代商界人士大量

从事慈善事业，一则说明近代商人地位的抬升; 另外也如一些学者研究所指出，“商人创办慈善

组织，广施善举，其背后必定有着特定的目标诉求”。有些学者，民国时期上海商界人士创办慈

善事业，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利益性的动因。比如，商人群体通过捐资兴办慈善事业来维护并巩固

自己在地方事务中的支配权力的同时，还通过 “施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形象，并为自

己获得一种潜在的商业价值④。此外，慈善事业也有助于商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正

如梁元生指出: “伴随着慈善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作用和工作范围也在扩展，这

使得善堂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公共机构。与此同时，也使得慈善堂的堂董及管理人员

担当起了重要的角色。最初，一些绅士地主和商人为了荣誉而业余地参与慈善活动，但经过一段

时间的积极参与，他们承担了这种慈善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并将此作为终生的职业。最终，这些

堂董形成了一个负有特殊公众义务的社会政治团体。”⑤

像王一亭这样作为一名巨商、一个身为数十个慈善机构董事长的社会慈善家，却又以 “世

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的大居士身份出现，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并非是个别现象。事实上，民国

时期各地大型居士林的林长一般都是由商界巨富或军政界的要员担任，如汉口正信会会长李隐尘

与王森甫、华北居士林林长胡瑞霖、天津居士林林长勒云鹏与孙传芳等，都是商界巨富与军政界

的要员。这一现象说明，民国时期的商界精英们，不仅占据了慈善机构的 “善堂会所”，而且也

进入到宗教信仰的“神圣”领域。同时，这一现象也说明，民国商界精英与军政名流们不仅需

要社会身份的认同，而且在信仰上也需要接纳一种近代文明形态的民族宗教支持。而在宗教信仰

领域中，绅商名流们不仅能满足个人的信仰需要、获得心理慰藉，还会获得社会的声望与社会参

与的机会，甚至还会获得自我道德的优越感。与此相应，他们的加入也必然会给居士佛教慈善事

业带来极大的影响与变革。由此可见，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建立及其慈善事业的展开，并非

是一种来自社会底层佛教信众的自发行为，而是当时的上层绅商名流主导的结果。

四、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现代意义

民国居士佛教慈善的新变化，从社会背景来看，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西方宗教慈善的

影响息息相关，新兴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较发达的工商业业态的出现，使得民国上海居士佛教

慈善有了新的变化。民国上海居士佛教通过各种开放性的慈善形式与社会形成广泛连接，从而打

破了传统佛教的封闭性、保守性与自养惰性; 并且，其在赈灾救济、战时救助以及慈善办学中表

现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等，也使得近代佛教具有从 “个人宗教”向 “国家

宗教”与“公民宗教”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民国居士佛教慈善是中国佛教近代 “入世转向”
的重要表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世界三大传统宗教都曾经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压抑个

人，以个人逃避对社会的责任而获得归宿。近代宗教慈善教育文化事业则恰恰从个人寻求自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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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参见陈祖恩、李华兴《王一亭传》之《序言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6、150—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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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资料，卷宗号: Q114—1—11。
汪华: 《慈惠与商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起的原因探析》，《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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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或拯救出发，以宗教热诚投身上述事业而关注社会，不断扩大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通过这

些社会活动与事业，也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①

就现实意义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对于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

用。在现当代中国，佛教经济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态势，并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表现出相当活

力。就当今而言，佛教寺院经济在旅游、捐献的支撑下以及依靠佛教相关资源的挖掘，已经形成

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但寺院之外的居士佛教慈善的发展空间仍非常巨大。因此，如何充

分调动广大居士群体的慈善积极性，如何有效组织和利用这个社会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在今天看来已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其次，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城乡各种社会问题将会出现，政府和企业都迫切需要一些民间组织来分担一些公共领域的

社会工作。其中，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尤其需要大量的民间组织积极参与，以缓解有限的政府资

源。居士群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慈善力量，由于其慈善理念与信仰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其慈善活

动的稳定性和经常性，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其他慈善组织难以替代的优势。广大居士群体来

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 ( 她们) 有着不同的社会职业和社会角色分工，从而拥有广泛的社会

基础; 并且，居士群体组织由于打破了以血缘、地缘、业缘以及社会阶层为纽带的限制，具有较

强的社会整合功能，因而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慈善活动向社会各角落渗透。不过遗憾的是，

解放后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大多数佛教居士林被关闭、占用，后来又经过文革的冲击，佛教

居士林组织可谓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实行，佛教信仰逐

渐恢复，而部分居士林的组织也开始恢复并开展活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内地的居士佛教组织

还仅在恢复初期，很多地方居士们还只是停留在一些三五成群的 “念佛会”和 “念佛小组”。即

使像已经恢复活动的“上海佛教居士林”与“北京佛教居士林”，其目前的组织结构完备性、活

动规模以及社会化程度都还远不如其民国期间的状况。由于当代居士群体没有形成自己的成熟的

组织，因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社会慈善功能的发挥; 因此，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对于当下的

居士佛教慈善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责任编辑: 陈炜祺 潇湘子)

The Operational Mode，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Shanghai Lay Buddhist Charity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Tang Zhongmao
Abstract: As a kind of nongovernmental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hanghai Lay Buddhist charity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hanghai charitable network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In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the Ｒepublic Shanghai Lay Buddhist charity had oversteped its
traditional form，and developed a more detailed-oriente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financial control
regulations，formed its own mode of operation． In terms of its characteristics，the Ｒepublican Shanghai
Lay Buddhist charity not only reflected the internal needs of the Buddhist faith，but also showed its
concern on social reality． In terms of its significancs，the Ｒepublican Shanghai Lay Buddhist charity not
only show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but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Lay Buddhist charity．

Keywords: the Ｒepublican Shanghai Lay Buddhist Charity; Community Service; Temporary
Ｒelief; the Mode of Operation;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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