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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is the largest charity society in Tianjin which was founded by famous
figures of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of 1911 Revolu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it practiced the selfless dedication of the World Red Cross
Society to save lives and injuries actively. It participated in a wide range of relief activities for refugees caused by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relief activities for the needed people in Tianjin in
ordinary years. The activities of the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the state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The Tianjin Red Cross Society, together
with other social charitable group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modern Tianj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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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津红十字会是辛亥革命时期应时应势由中外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天津最大的慈善
社团。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积极践行世界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无私奉献精神，积极参加了对战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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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造成的难民的广泛的救助活动及平常年份对天津困难人民的救济活动。天津红十字会活动得到了政
府、民众的广泛认同与赞扬。天津红十字会同其它社会慈善社团一起对推动近代天津社会的现代化起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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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红十字会是民国时期天津社会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团体，它在 20 世纪初期的天津社会变迁
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天津社会公益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红十字会的发展体现了
中西慈善文化的融合，并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化。因此，深化对天津红十字会的研究在
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天津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
2.1. 中国早期红十字会的宣传与实践
红十字会社团是个舶来品，它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产物。在中国真正引起人们开始注意红十字
会活动的时间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红十字会随军赴中国辽东战场进行战
地救治伤兵。他们不仅救助本国士兵，而且还救治受伤的中国士兵及居民。他们的活动使中国人对红十
字会的国际主义救助有了深刻的认识。
1904 年春，日俄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日俄双方都派出了本国红十字救护队参与对伤兵的救治活动。
为了救护战区的中国同胞，1904 年 3 月 10 日，中、英、美、德、法五国人士数十人会集于上海英租界
工部局商讨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29 日，由吕海寰、盛宣怀、杨士琦、庞元济、沈敦和等知名
人士联合签署了《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向全国各省发出，请求各界支持该会开展救护工作。
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各省督抚大员的积极响应。当时在天津、奉天两处，清政府命令官方出面设立
救济机构并驰往战地救护。截至 12 月，红十字会在交战区赈济当地难民达到 2500 人。红十字会除了在
灾区发放赈济粮、赈济款，棉衣棉裤进行冬赈以外，还在灾区实施了春赈，他们将耕牛、种籽等散放给
广大战区的人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至日俄战争结束时，“各地先后被救济的难民总数达到了 467,000
多人，其中受赈 20 多万”[1]。红十字会全体同仁奔赴战区救护伤兵难民的活动，宣传了红十字会的人道
主义精神，红十字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赞扬。

2.2. 天津红十字会成立的背景及其经过
随着人们对红十字会认识的加深，天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较早地发出了组建红十字会的呼声。作
为当时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刊文指出，成立红十字会“为最文明之举动，亦为紧要之事体”
[2]。该报还认为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是世界发展的一大趋势，中国如果不加入世界红十字会就是自摈于文
明国之外，会为各国所歧视。此文把在中国成立红十字会当成融入世界文明，关乎国家声誉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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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在天津，红十字会的组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后，为救济难民而成立的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曾在天津设立了临时办事处，扩大了红十字善会在天津的影响。1910 年，天
津海军学堂毕业生秦丽南，被清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防疫工作，因其成绩显著，被推荐为大清红十字
会会员，因此他也成为天津最早的红十字会会员。关于红十字的所有宣传以及类似于红十字会的组织在
战争救护中的实践及其影响，为天津红十字会地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天津红十字会的成立提上了议事日程。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清
朝派出重兵南下镇压，革命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天津有识之士联合天津各界发起红十字会同谋
前线进行救济的倡议，并很快向天津各界发出了成立红十字会的公启。14 日下午，天津各界同仁在河北
第一蒙养院开红十字会发起会，到会者达三百多人，大家公举白雅雨为临时会长，胡伯寅、刘子良、曾
栋臣、仲子凤等为临时干事员，他们分别承担向各界进行募集善款的任务。25 下午，白雅雨、赵善卿等
在法租界新学书院宫保堂召开了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大会。中外男女人士有一千多人到会，这充分体现出
近代以来关于成立红十字会的宣传已在人们心目当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也充分的反映出中外人士对红十
字会成立地期待与关注。在成立大会上，徐华清被推举为正会长，孙实甫、女医局局长金韵梅被举为副
会长，并选定了干事部、庶务部、会计部、书记部各干事。此外，还有男女热心志士自认看护者多人。
红十字会正式成立了。
天津红十字会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性慈善组织，它包含了中外众多热心慈善的知名人士。天津红十字
会成立后，21 日召开第二次职员会。会上孙实甫副会长通过演说，向大家介绍了红十字会的性质，会议
还选举出中、外董事长宁星普、赫牧师及中、西董事李子香、孙子文、严范孙、张伯苓、赵聘卿、赫嘉
立、魏德谟、雷鸣远等。这次会议，确定该会的名称为天津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成立后，很快就获得直
隶总督陈夔龙的批准，并借用吴楚公所为红十字会事务所办公地点。天津红十字会的成立在天津近代史
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从天津红十字会在以后慈善救济活动中的表现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3. 天津红十字会救助活动考察
红十字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应时而成立。天津红十字会除了进行战场救治伤兵、平民之外，对天津
及其他地区的自然灾害也积极参与，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

3.1. 天津红十字会对战争的救助活动
红十字会成立后进行了积极的募捐并积极组织医疗队赴战争最前线对南北交战双方受伤士兵及平民
进行救治。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中，天津红十字会也赴战场进行积极施救。关于辛亥革命
及二次革命时期天津红十字会的救助活动，已经写过文章专门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1922 年 4 月底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天津红十字会为出发战地救护进行了积极地劝募救助资金活
动，与各大慈善家共同向各巡阅使、各督军广泛发出公函进行劝募。
红十字会在募款的同时还派出了红十字会医队赴静海、马厂、唐官屯、青县、唐山、昌黎、秦皇岛、
山海关等地救助伤兵难民。期间，天津红十字会还积极协助静海、青县两县人民办理妇孺救济会，救济
灾难中的妇女。红十字会关心战区的伤兵，继续派遣队员前往各地救护，轻者就地施治，重者抬送会中，
审查其伤痕，测量其病症或施手术或敷药品。该会自五月一日组织临时医院以来，截至二十三日医治伤
兵难民，计直奉伤兵共一百四十余名，受伤难民十余名，贫民有病住诊者五十余名，共合二百余人，大
半医愈，其余均在诊治中[3]。红分会医队治疗热心，院中医士救治奔走诊视，忙碌不停。刘襄孙、刘道
平、李公忱等自晨至夕，刻无暇，昼夜间仍察视伤兵数次[4]。刘襄孙、李公忱等因天气炎热，所在住院
伤兵及兵民，除细心治疗外，还极为注意院内的清洁与卫生，他们每日亲到各病室，督率夫役泼洒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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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水消减毒菌，以防疫疠而助健康[5]。红十字会医院治愈伤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该会拯救伤兵入院
时，他们无不痛苦呻吟，面无人色，经诊治后，轻伤者即已就痊回籍，即伤重者也已大有起色，精神即
觉愉快，面貌宜少愁容，该院中约有二三十人，记者至该病院中慰问，见有阅报者，有看圣书者，有聚
集阔谈唱诗歌者，种种娱乐状况，于前不啻有霄壤之判”[6]。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对所医治住院伤兵，
均随愈随即行遣送回籍。
天津红十字会对所有战地兵士，未能掩埋者，均代为掩埋。对在天津红十字会医院中伤死亡士兵，
即标木栈，掩埋石碑埋于义地，并通知其家属具领。为帮助受难人民渡过难关，天津红十字会还在灾区
散放钱物。
直皖、直奉两次战争，天津红十字会出发救济，由于院长、医官、医士等热心毅力，加上社会慈善
人士的慷慨捐助，二次治愈兵民，不下数千人。
1924 年 9，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为了募集医队出发款项，天津红十字会函达总统、国务院各部总
长、各省军民长官、各军队首领及红十字总会募捐，共襄善举。同时，天津红十字会组织两队出发山海
关、喜峰口，并设临时医院于滦州，进行救护伤兵。天津红十字会还借妥教育会地址为临时医院，进行
收容伤兵伤民并布置妥当，举定了正副院长，对送来的伤兵，换药治疗[7]。
战争期间，由前线运来伤兵特别多，天津各伤兵收容所都住满。10 月 15 日到 16 日，天津红十字会
医院收容伤兵八百多人。该院能供给伤兵医药饮食，日达五六百元。
1925 年 11 月，奉军与国民军接战，天津战事激烈，所有战地各村村民，有力者纷纷来津避难，因
地狭人稠，皆露宿风餐，其贫寒之户不能离家者，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惊恐万状，行动不能自由，以致
不能得食，避匿荒野，惨不忍闻，天津各慈善团体积极组织妇孺救济会救济受灾妇孺，设收容所，救济
伤兵及其他难民。
战争爆发后，天津红十字会即组织临时救济二队连日出发救护。11 月 16 日出发东北乡一带，带回
难民约有五百人，除沿途投亲外，尚有二百七十余名，由红会移交第一台及各处收容所寄养。同日，红
会携带馒首四百斤及药疗器械等又出发北路北仓、张家沟、汉沟一带带回妇孺难民八百余名移交八善堂
联合会第一台收容所。18 日出发孟庄、新侯庄一带，带回妇孺约三百余人均交第一台收容所。晚又由战
地用大车载来灾民妇孺数十名，送往大舞台戏园安插。临时医院杨禹闻等还组织救济队，出发杨柳青一
带对灾民进行救助[8]。
22 日，红会救护队，由队长李国麟，队员王树芝、温洁明等带领服役，携有馒头数百斤，于 21 日
早出发东北乡接收难民[9]。23 日，天津红十字会救济第一队由杨柳青白塔寺等处救出灾民二百余人，到
津后即送收容所安置，其受伤者送往该会医院治疗。奉军溃败后，红十字会救护队长刘道平，率领医士
看护，并夫役十数名，携带药囊担架床多件，赴河北大胡同估衣街、天后宫一带沿途就地救护伤民伤兵。
1926 年，津浦路天津以南发生战事后，该会第一救济队正司令陶席三率领救护、医药、运输、掩埋
四队共计队长队员六十余人前往救护。为适应战时需要，他们又组三队，出发灾区拯救，第一队驻于武
清梅厂一带，队员张绍周、吴廷佐带夫役二十余名，并携带馒头等物赴太平庄、高玉院、新庄等村散放，
拯救难民。因难民过多，该会王绩臣、刘道平、刘襄孙等人又组成二三两队分别出发。第二队队员王树
芝等带领夫役十余名，并携带食物多种赴蔡村、马庄、韩庄等村散放；第三队队员王焕亭、牛凤楼带领
夫役十余名并携带药品材料及馒头等赴南上村、砖厂等村散放[10]。27 日，李国麟赴河西务设立十处收
容所，收容难民六百余名，并大车来津购大宗玉面运回收容所，供难民食用。该会还在宝坻县七区内设
立收容所，武清城内成立收容所[11]。慈善社团做到了尸体处理与灾民防疫并举，对灾民实施免费治疗。
天津红十字分会在杨村梅厂设立临时第一救护队治疗所，成绩颇佳，前后共医伤兵村民二百余名。甚轻
者则留所疗养，重者则派员转送该会医院，以资治疗[12]。天津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开办以来，医治伤兵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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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约计五百余名。
1928 年 2 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徐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进行北伐。阎锡山在
津浦路与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接仗，奉系军队败退。6 月 3 日，张作霖退出了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彻底覆灭。
战争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因津浦路沧州一带人民受战事影响，无衣无食者较多，异常困苦。该会
派员“带赈粮二百吨，使用该会专车，派有专员，前往灾区散放，以济穷黎”[13]。鉴于四乡难民扶老携
幼，流离失所，红十字会设立了难民留养所三十余处。收容妇孺六千余口。6 月 16 日，红十字会又组织
救济队三队出发杨柳青镇、淀北二十四村，分头解救被难妇女七百余口，又往南北仓等村接来妇孺一百
余口，分别送往河北昆纬路留养所、东宣讲所留养所及华林茶园留养所。12、13 两日组织救济第五队出
发城厢四马路各处救出伤难民十余名，抬往该会治疗[14]。6 月 21 日，红十字会又从淀北一带接来难民
八十余车，19 日，又派办事员三名，带大车十八辆，赴该处接运。
据 7 月 19 日报道，“天津红十字会因津南静海、大城、沧县、青县、交河、献县、盐山一带灾情奇
重，亟待赈济，红十字会购粮四百石连同北平战地政务委员会所拨赈款两万元及红粮四千石，由海路前
往各县村庄实施赈济。分运静海八百石、大城四百石、沧县、青县、交河、献县、盐山各县共三千二百
石”[15]。9 月底 10 月初，天津红十字会收容伤兵三十余名，借江苏会馆收容医治，后续收二百余名伤
兵，逐日分别治疗，并对重者实施手术。
1933 年华北地区发生战争，5 月 23 日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及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闻讯后即派员饬
往该处视察协商救济办法并散放玉米面及救急药水等。24 日慈善会、红卍字会、社会局等代表再度前往
视察，决议拨玉米一万斤，芦席千余张，委托红十字会，查明待放。难民的疾病、生产由红卍字会残废
院诊治。红十字会员赵聘卿和雍剑秋又商议借得附近张世臣地四十余亩，搭盖席棚让难民居住，并对贫
困难民一一发给玉面。并委托红卍字会、红十字会派员长川驻在该处，会同当地人士随时照料[16]。据
29 日的报道，逃津难民达三万多，分别麋集于东局子、唐家口二处，每日难民饮食均系各慈善团体分配
担任办理救济工作。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地方协会、崇善东社等各慈善团体搭建难
民窝铺六百座。慈善会 28 日分函本市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市商会、华商公会请竭力募捐救款以应亟需。
红卍字会、红十字会 29 日派遣红十字会救护队、红卍字会汽车队及救济队分别出发滦东、平北一带实行
救护难民。他们将难民运抵来津分别安插到各收容所。红十字会第三救护队李筱廷、王焕廷等赴武清县
梅厂、陈庄子各处接来被难妇孺五百余名，除送往该会大王庄第四、五两收容所安插外，其余送归东局
子收容所。天津红十字会对分娩之妇人专门设立难民保产处以资救护。
5 月 30 日慈善会员赵聘卿、王晓岩、李少田、张浙洲及社会局张正文等同赴东局子督促搭席棚及锅
灶，并指挥照料难民饮食。市公安局应慈善会之请，派遣消防队员多名前往东局子视察，以保护难民安
全。
华北发生战事后，天津市政府组织了河北省天津市各界合办救济华北战区灾民委员会，以救济华北
战区为宗旨，会址设于河北省政府内，会员由河北省天津市各界人士组成。他们得到北平救济委员会五
十万元，分发河北各省被灾区，并拟请本市各善团如红卍字会、红十字会等机关函商会同派专员前往战
区散放，并到各县进行查放。
日本占领天津后，成立了日伪统治政府。日伪政府统治天津期间对天津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但
是为了维持天津社会的稳定，他们沿袭了天津慈善传统。这个时期，慈善社团组织活动和以前相比已经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慈善组织在日本占领天津后解散，有的领导者、组织者退出了日伪政府组织的
慈善救济活动，有的逃离了这个殖民统治的城市而远走他乡。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红十字会作为
天津最大的慈善组织自“七七事变”天津市沦陷后，因物资损失巨大，更“因在沦陷区域，故无法活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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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津红十字会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活动
京畿水灾与善后救济。1917 年，全国遭受水灾的省份达到了 12 个，而且大部分地区灾情极为严重，
其中受灾最重的是直隶地区。在天津，“英、法、德、日各租界平日为商埠繁盛之场，至今一片汪洋，
四望无际，令人见之触目伤心。其殷商富户营业损失不知几千百万”[18]。老西开一带，水势滔滔，一片
汪洋，高埠水深五六尺，洼下深约丈余，房屋坍塌，水齐门楣，惨苦万状。灾民攀援拥挤于土堤之上。
中天仙燕市高家大门四座坟、营门外卞家坟地、掩骨会等处人民房屋均被水围，冲塌房间颇多，灾民无
居无食，只身避难于坟墓之巅顶。这次大水淹没村庄不计其数，造成了哀鸿遍野，众口嗷嗷的巨灾。这
次水灾“从七月起至第二年四月，天津被淹达十个月之久”[19]。纵观此次水灾，造成财产之损失，破坏
性之大，在直隶地区少有，正如舆论媒体所言，此次水灾为“五十年所未有”[20]。
水灾发生后，天津红十字会立即召开会议，商议救济办法。首先，天津红十字会及时向中国红十字
总会报告天津水灾寻求救助，红十字总会会长沈敦和在红十字会拨洋千元。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派出了
查放员蔡吉逢携救灾物资到天津进行赈济救灾。在天津红十字会号召下，湖南红十字分会、常德分会、
湖南督军、天津同乐会正乐育化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红十字分会书画慈善会等团体以捐钱捐物
等不同形式向红十字会助赈。
其次，天津红十字会联合各机关开会筹办赈济。8 月 7 日，天津红十字会并派出会员协同各职员携
带救灾物资到天津各被灾之处赶放急赈，并协同巡警用小船救出被困灾民，男子送到救养院，女子送往
北马路女子家庭传习所后院住宿。红十字会为收容灾民还在英租界孙仲英宅及西南隅溥仁医院设立了两
处事务分所，又在宜兴埠设立临时妇孺留养院一处连同女子工艺传习所留养了大量的灾民。仅仅 10 月 7
日一天，“红十字会急备救生船七十余支，并馒首食物等分赴各灾区，极力拯救。全活被水包围不能逃
奔之灾民总计一万三千余人”[21]。天津各慈善社团不仅在津埠查灾救灾赈灾而且还前往天津本埠之外受
灾严重的地区赈济难民。天津红十字会派出了吴班侯赴静海县属东南大小泊村散放面粉对灾民进行救济。
杨敬轩、赵世昌、吴克勤等协同政界携带巨款并洋、面若干，11 日早协同乘坐小轮赴东光县一带查放赈
抚。会计刘兰轩及赈员赵宜之、叶汉卿协同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办理文安各赈，携带棉衣饼干粮
款药物赴文安查放。赵善卿请路局备车五辆，装上海红十字总会运来面粉两千六百袋，派查放员杨敬轩
运往直属沧县散放。卞月庭以文安、徐水两县灾情较重，派查放员杨慧南押运红粮两千石，棉衣一千件，
药品两箱往文安县交上海红十字总会蔡吉逢散放灾区，并请警厅警士二名携带枪弹随船押运，以资保护
而免疏虞。12 月 23 日，天津红十字分会会员随同上海红十字总会会员蔡吉逢携带棉衣三千套并款资若
干赴徐水县赈恤灾黎[22]。上海济生社佘桂生与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孙仲英携带衣粮于 1 月 4 日车赴正定县
一带调查灾区施放赈济。
1919 年夏秋之交，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旱情。“天津，天久不雨，河涸田坼。武清，由春至
七月旱”[23]。“京兆地区和直隶省在内的畿辅之地，几乎全境皆旱，大片庄稼仅收一分至三分，有的尽
皆枯死”[24]。各地难民纷纷避逃来津，出关者已经有数万人。后因关外禁止输送，以致难民流离于津埠，
安身无地，度日无资，其数不可胜计。直隶附近的灾民前往天津至 9 月 15 日止共有二十万人之多，其中
转往奉天、营口、大连以及各处者约有十八万之多，存在天津方面有二万人[25]。
为了宣传灾情及募款，天津红十字会协同西洋红十字会、耶稣教、妇女青年会、商务总会、救国十
人团联合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各报刊机关、天津各界联合会等约三十余团体，计万余人的游行
大会[26]。义赈会大游行，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宣传力度，引起了中外人士更多的共鸣与关怀。游行后到该
会送款者络绎不绝。
红十字会作为重要的慈善社团除了在天津本地积极组织救济难民外，还到其他受灾县区，如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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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晋县、临城等地将各灾区情形详细调查，并将调查表呈报上海红十字总会以俟查放赈济提供参考。
红十字会医院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据统计一周之内治疗患者之额数，男子一百三十三人，妇人
一百零四人，男孩七十七人，女孩三十一人，共三百四十五人[27]。
本时段天津红十字会除了对国内救灾外还积极参加了对日本大地震的救助活动。1923 年 9 月 1 日，
日本关东发生 8.3 级大地震。这次大地震共死伤数十万人，灾情极为惨重。得知日本地震的消息，天津
红十字会，5 日上午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议决致电驻京日本芳泽公使，请特电日政府慰问日本人民；
致函日本驻津领事馆慰问日本商民；致函日本东京赤十字总会社慰问；定于六日在会所开全体职员大会，
议商救济办法；致函天津总商会、教育会、各慈善团体、各机关一致对日本奇灾拨救；赶印捐启，本会
会员筹款；急购白米运赴横滨、东京灾区；公推孙子文、朱祝颐二人即日赴北京与红十字总会接洽；电
复北京红十字总会报告该会商定办法；医组救护队出发事，俟得需要确息，再商酌办法[28]。由庚日莊得
之、医校长牛惠霖率领的天津红十字会医队由上海出发日本灾区救助，该会由男女医士五名，会计一名，
男女看护生十二名，队役四名组成，携带药品器具九十余件。到神户后，该会医院多备兵车救济难民中
之患病者[29]。
日本关中大地震的消息后传到中国后，天津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赵幼梅“立即召集天津红十字会各
董事，举行紧急会议，议决对日本人民予以救济”[30]。部分人对救济日本采取反对态度，天津红十字会
向群众列举了 1917 年京畿大水灾期间，日本红十字会和国内的慈善团体向津埠捐款救灾的事迹，让群众
知道人道主义是不分国界、救灾恤邻，人人有责的道理。“当时，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马千里兼任校长、
邓颖超任教的达仁学校，为学生出了《抵制日货和救济日本灾民两事的感言》的作文和演讲题；引导学
生区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的界限，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从而使该校很快地完成了每人赶制一
件赈衣的任务”。天津红十字会与各界联合会配合，制作棉衣一千套，送往日本灾区。

3.3. 抗战胜利后天津红十字会对天津社会的救助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天津并加强了对社会救济的监管，慈善社团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
了改组，政府对社团的政令性指导也进一步加强。中国红十字会遵照行政院通过的《复原期管理中华民
国红十字会办法》，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重要分支机构的天津红十
字会奉总会命令也进行了改组。1946 年 5 月，中国红十字总会北平办事处成立，6 月间，颁布了各种法
规，北平办事处主任舒敏杰到天津主持恢复天津红十字会的工作。天津市社会局根据社会部颁布的民间
团体组织章程，也在派员筹措红十字会改组事宜。在经过与天津市社会局的几次交涉后，天津红十字会
开始按照自己的法规进行改组。
1946 年 10 月 20 日，天津红十字会在河北三官庙大街一一四号原址内召开会员大会并选理事[31]。
出席大会的会员有 71 人，邓庆澜主持红会的重新改选工作，为将红十字会的工作扩大与发展，分会以后
推进会务均依照“博爱人类，造福社会”八字为目标进行。大会公推舒敏杰为当然理事，刘道平、邓庆
澜、孟子清、陈锡三、刘韻波、范雅林、李海寰、王冠华、王翰臣、王西铭等十五人为理事[17]。在当晚
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选举舒敏杰、邓庆澜、刘国庆、范士斌、刘恩治为常务理事，公推邓庆澜兼任会
长，刘国庆、范士斌为副会长，舒敏杰兼总干事，刘恩治兼副总干事。为了利于工作的进行，天津红十
字会又聘请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名誉会长、副市长张子奇、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副署长顾德明、
社会知名人士雍涛、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为副会长。
新恢复的红十字会从 1947 年 1 月开始了征集会员和捐募款物的活动。为了宣传红会配合征集会员的
活动，“红十字会大量印刷了《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征集会员筹募基金细则》和其他宣传品并发起了
征集会员的竞赛活动”[32]。当时规定会员具有以下权利：享受医疗机构的健康检查、卫生指导、预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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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优先住院和免费治疗、参加红会诸如旅行、观看电影、参加相关的生产技能训练等各项活动。同时
红会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缴纳会费、参加红十字会服务社会的工作。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期
间，天津的各行业都受到了摧残，人民日益贫穷，加上国民党在 1946 年又发动了内战，为了支付战争经
费，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人民无心也无力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
该时期，虽然红十字会成立后募捐得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它还是积极发扬了慈善救济的职能，具
体表现为：
1) 开展了防疫工作。1947 年夏天，红十字会为天津市各监狱的囚犯及慈善堂所拨发了除虫粉液，积
极开展了消灭臭虫、消灭蚊蝇等预防传染病的工作。为了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天津红十字会“于 4
月 16 日筹办救济训练班，招考志愿学员二十名，并请外科医师二人，授以各种技能。第二期训练于 6 月
1 日开始。该会又为适应环境需要，于 5 月 1 日起组织巡逻医队、医疗救护队三队，先后出发距津西北
三十公里之杨村附近前线救护双方受伤士兵计一百六十三人。他们还深入到本市第五、九、十一各区贫
民区域、窝铺、难民收容所、及地方法院监狱、天津看守所等处，为贫民、难民、囚犯等用 DDT 免费消
毒并诊治患者，受惠人数三千三百八十五人”[33]。6 月份在天津市开展的夏季预防霍乱中，“红十字会
还与天津市卫生局合作参加天津市夏令防疫工作，经商定由该会巡逻医疗救护队担任本市第八、九、十
一区，三区各学校防疫注射，10 日该队李子荣等七名医务人员，携带疫苗及应用消毒药品前往本市西车
站崇仁、万慈两小学校注射”[34]。本市第二区三经路东北逃津难民休息站以及附近道旁所住难胞不下千
余人，或麋集帐篷内，或露宿街头，疫疠堪虞。黄卍字会为预防传染保持健康起见函请红十字会派员到
站消毒以重整洁，红十字会(为难民休息站消毒)慨允，并于十六日下午派巡逻医疗救护队多人带大量消毒
注射药品普遍消毒及接种注射[35]。巡回医疗队还深入部分学校、工厂及难民收容所给 17,000 人注射了
霍乱疫苗。
2) 开办红十字会诊疗所。红十字会原来开办的平民医院在日伪统治时期内停止了工作，人走楼空。
国民党接管天津，红十字会恢复后为了津埠人民看病的方便，他们积极着手恢复诊所，“该会又将坐落
本市九区三官庙大街十号会房前半部房屋收拾完竣，聘请医师三人、药剂师两人、医护员四人，于 6 月
1 日成立。诊疗所内设内科、外科、耳、鼻、眼、喉咙各科开诊为市民服务”[33]。红十字会诊所医疗价
格极其低廉。红会还开展了对贫困人民的免费诊治。
3) 发放救济物资。1948 年 10 月初，联合国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委托天津红十字会诊疗
所办理儿童奶站。红十字会对津埠九区的贫苦儿童进行了调查，38 天共发放奶粉 909 磅，并陆续发放到
1949 年 1 月。“在发放奶粉的基础上，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会又委托红十字会诊疗所办理儿童膳食
站。经调查，待赈的贫困儿童共有 400 名。自 1948 年 11 月 21 日至 1949 年 1 月 2 日，每天上下午各供
应 200 人到诊疗所喝粥一餐。后因燃煤供应中断，遂按每日定量将实物发放给贫苦儿童享用。1948 年底，
诊所又承担了被国民党军队占住的两所学校儿童膳食站的 1000 余名贫困儿童的膳食发放工作”[36]。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军管会派人到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接洽，让其暂时保留原有机构，并在
红十字会诊疗所内设立第九伤兵收容所，临时收容国民党伤兵人员。军管会在医药及医护人员方面还给
诊所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自 1 月 18 日至 2 月 5 日，经收容所医治后遣送回原籍的 161 人，送训的
204 人，转院的 45 人，逃跑的 35 人，死亡的 17 人，总计 462 人”[37]。红十字会还继续承担了儿童救
济物资的发放工作。1 月 20 日，根据联合国天津区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的指示，红十字会诊疗所将
奶站、膳食站、粥厂所剩的奶粉 755 磅及豆、菜等物资分别发放给原受救济的贫困儿童。1949 年初，因
天津发现了天花，红十字会响应政府号召，承担了八、九两区各机关团体及市民的种痘任务，从 3 月 14
日到 4 月 10 日先后接种了 13,89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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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天津红十字会救助活动的评价
天津红十字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国际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为宗旨。红十字会成员就积极募
集捐款，奔赴受灾现场，努力开展对伤病员、难民的救护。
红十字会在对难民的救灾中，注重难民救济同灾民教养紧密的结合起来。例如 1917 年在京津水灾救
济中，“红十字分会在龙亭设立妇孺留养院收纳灾民，其中男女小孩三百余名。该院执事日日教以课程、
体操、习字，诲之不倦”[38]。京畿水灾，上海红十字会特派员蔡吉逢携款到津散放急冬春工各赈，赈务
结束后，剩有余赈洋四千六百数十元，交由分会开设留养灾民习工场一所，公举宋则久、吴绍棠为工厂
董事。同时于被灾等地设立留养习工场多处。红十字会还召集本埠贫民授以技艺，俾得自食其力，5 月
10 日河北中国红十字会天津贫民工厂开幕。红十字会贫民工厂考验生徒，该厂总理吴绍棠亲自试验，正
取十八名，备取九名。对这种教养兼施的措施，当时的媒体《大公报》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近闻我国
红十字会以放赈余款在津筹设一贫民工厂，将无数饥饿余生纳而置诸劳动界中，俾得自食其力，其为社
会谋幸福也甚大。诚使筹赈诸君子，踵而行之，不让红十字会以专美于前，则次日代赈之贫民，皆足为
谋食之苦工，虽有天灾人祸，亦可无虞矣”[39]。
在自然灾害救济中天津红十字会注重灾后卫生防疫工作。1917 年京畿发生水灾时，中国红十字会天
津分会援聘善医士设施医处开幕施诊，经该会诊治之病，不取分文。
天津红十字会非常注重灾民的遣散与善后工作。1917 年京津地区发生水灾时，天津红十字分会将城
北宜兴埠临时妇孺留养院灾民四百余名，由董事王仰周会同红十字会副理事长孙子文筹议，时值融和，
所有灾民按照户口发给恤赏，以便解散，并令合摄一影而作纪念[40]。3 月 10 日，红十字会职员会同警
察官及绅董对返乡难民按大口四元，小口二元发给赈款，灾民等临行时无不感激鸿德[41]。为防止有些难
民将被施救衣物典当，红会在赈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并致函各国领事署及特别第一第二管理局函请求配
合工作，以确保救济的功效。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 3 月 25 日接沪会来电告知由于京畿灾重，难民
孔多。近届春荒代赈尤亟，冬赈结束，乞速返沪商榷春赈办法，赶速进行，以期救人救彻[42]。
天津各慈善救济团体的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对慈善社团的感激。
1917 年天津红十字会在京畿水灾救济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拯救难民灾民无数。被救济地方给天津红十
字会送匾额数方：杨柳青镇送来一方曰“恩同挾纊”；河北西窑洼后五百村送来一方曰“万家生佛”；
宜兴埠并淀北二十四村送来一方曰“德被群生”；胜芳镇送来一方文曰“惠我灾氓”；西乡三十一村送
来文曰“实惠灾黎”；海河各村送来两方，一方文曰“救济一方”，一方文曰“胞与为怀”，又送旗二
面，一文曰“慈祥愷悌”，一文曰“饥溺犹已”；慈善机关原不介意于兹名面，一时颂扬者如此雍雍济
济，亦足徵该会之款不虚糜，民沾实惠矣[43]。被救灾民还借助媒体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如杨柳青镇在二
次被水后得到了上海红十字会的救助，事后他们借助《大公报》表达了对救灾人员的谢意。西乡两岸三
十一村村伍代表灾民也通过《大公报》发出了鸣谢红会函。
政府对于天津慈善社团在本次水灾救济中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冯国璋大总统 1918 年 4 月 6 日
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匾额一方，文曰“量閎胞與”[44]。总之，本次水灾发生后，各慈善社团积极行
动起来，配合了官方对灾区实施了积极地救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津埠人民渡过这次灾难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在本次社会救灾中，全国很多地方都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社会各阶层在大灾面前，
对人类的同情心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在中国救灾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5. 结语
纵观民国时期的天津红十字会，从它的成立到消亡经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天津红十字会从成立之初
就践行着红十字会救死扶伤，造福人类，无私奉献的宗旨。红十字会是一个舶来品，但是随着人们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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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深化，它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特别是作为通商大埠的天津，因为得风气之先，人们更容易接受
先进的思想理念而且尽快付诸实施。天津红十字会成立以后，就广泛吸收社会上有名望的中外人士参加，
这为天津红十字会的捐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而且这些社会人士也充分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为红十
字会募集捐款，为红十字会救死扶伤救济奔走。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在各种
灾害及战争发生时，天津红十字会总是积极地投入到救济伤病难民的活动中，特别是面对天津内外发生
的自然灾害，天津红十字会积极配合政府对灾民进行救助，还和各种慈善社团不遗余力的进行密切合作。
正是由于天津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它的募集捐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各省督抚大员都在不
同的时期向天津红十字会捐献大量款项，或委托天津红十字会代为散放钱财衣物等帮助苦难中的人民渡
过难关。天津红十字会积极贯彻救灾扶贫的实践。他们不但救济灾民，而且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难民，
对他们开展职业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以便将来可以独立生活，对那些青少年儿童则在救
济过程中，注重对他们的教育，给他们提供读书的机会，在达到一定的条件下，将他们送入工厂做工，
或者送往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面貌。这和那些单纯进行一定经济救助
的团体相比，应该说是一大进步。民国在大陆存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天津红十字会在日本占领天津
之前表现的较为活跃，它也成为当时天津众多慈善社团中影响力最大的慈善社团。日本占领天津以后，
鉴于人们的爱国之情，天津红十字会的组织者、领导者退出了天津慈善界，表示了他们的爱国之情。这
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总之，在民国风云激荡的将近四十年中，红十字会会员竭尽全力的参加了战场伤员、难民救护，参
加了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难民的救助。他们的行动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对人们灾后重建及对生命的呵
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英勇事迹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的认可与赞扬，成为天津慈善界的
一张靓丽名片。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间层’的慈善组织因缺乏必要的资源、空间和合法性而无立锥之地。与
新政权的成立相伴随的是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新政权又用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当时存在的民间组
织进行判断和选择，不少中国人创办的民间组织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外国教会办的慈善事业是‘侵
略工具’、‘伪善’”[37]。慈善团体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思想、经济及社会因素，民间慈善事业失去了
存在的基础而走向淘汰灭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天津红十字会也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改革
开放以后，随着人民思想观念的变迁，学术思想的发展，红十字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研究。红十字
会也再次成立，并得到国家的支持。他们在社会救助中也发挥了越老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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