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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活动及其理念

———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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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晚清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慈善救助活动和思想。研究发现，基于社会

实践者的切身体验及感悟，加上作为传教士的宗教动因，推动了其慈善理念的出现和发展。李提摩太的宗教

慈善理念是，从救助灾民开始，考虑社会成员的长期发展，提出预防为主的观念; 灾后，他的救助思想从社会

底层转向社会知识分子和官员等社会精英人群，试图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推进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

一转折，不仅救助了社会底层的群众，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大大推动了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和西方社

会科技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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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持续不懈地输入宗教思想，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思想形成对抗，“洋教

案”屡屡发生，有学者列举了冲突的主要原因:“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

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

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1］凸显了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思想的不成功。倘若套

用在李提摩太身上，这种论述就大为乏力。李提摩太在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中地位独特，在其传教生涯

中，不仅成功地获得了传教士热望的局面，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慈善理念。李提摩太的成功，吸引了

后来传教士的持续跟进。这样，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不仅成功地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

播，也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就长期以

来被忽视的宗教慈善进行分析。本文以李提摩太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为依托，对其世俗救助

思想进行考察，本文将首先回顾李提摩太从单纯的宗教思想输入到转向宗教救济的宗教慈善理念，接着

分析其在饥荒之后的思想转变，以期对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观念进行系统发掘。
一、从传教转向宗教救济

李提摩太，英国威尔士卡马孙郡人，年轻时“就富于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

宗教而又宽宏大量”［2］。在其十多岁时，适逢基督教全球化的浪潮，他接受了洗礼，萌生了出国传教念

头，并主动请缨前往中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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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拯救万民和对传教士的羡慕之情［3］29，1869 年 11 月 17 日，李提摩太离开英国，只身前往中国。
和那个时代其他传教士一样，最初传教并不成功，虽然也卖掉一些宗教书籍，甚至尝试过在城市教堂布

道，在街头传教，都不奏效，直到丁戊灾荒的出现［4］34 － 35。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促使其认识到，大多数中国

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识字能力极其有限，无法阅读书籍，要想通过“人人都能跟上帝对话”的方式

传播基督教，是很困难的。此外，社会灾难不断，人们对“交通和通讯意义无知”。［4］30

同时，不同传教士的传教经历，也促使他改变其传教策略。他耳闻目睹那些将目光放在中国社会的

高层，并且抱着欧美式的传教理念的失败。与此相对照，关注于中国贫民的生存，并且从事于救助他们

的事业，得到中国人认同。以上所见所闻及所想，开始改变李提摩太从社会上层进行宗教传播的思路，

要想在中国立稳脚跟，就必须实施基督教的中国化。1876 年开始的大饥荒为其创造了成就梦想的机

会，他利用新式报刊《申报》发表《劝捐书》，详细介绍了灾情，号召人们伸出援手、捐款助赈。这标志着

李提摩太正式专注于社会救助，作为宗教慈善的实践者，李提摩太走到了其他传教士的前面。
二、李提摩太宗教救济的动因

不容置疑的是，李提摩太的身份决定了其社会救助必然附带宗教动机，因其传教与基督教全球化密

切相关。李提摩太作为大英浸信会成员前往中国传教。李提摩太认为中国是非基督教化国家中文明程

度最高的一个，若能使中国基督教化，必然使基督教文明辐射周边国家。为此，他作了大量准备，试图改

变中国既有宗教。最初，李提摩太进行所谓的精神救赎，令他感到不悦的是，中国社会似乎并不认为基

督就是他们追求的真理，所以李提摩太认为“将中国的哲学家们从迷信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是很必要

的”［4］38。不幸的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甚少。彼时，他认为参与到社会救助中去，也是宗教宣扬的

一种价值［7］。他开始中国化，先是服饰改变，后是研习中国社会。如此，形成了新型的中国化传教方

式，注重传教和救济结合，借着救助传播宗教。
可是，包括知识分子、官员在内的社会阶层，有着自己的特殊想法。况且，李提摩太的失败经历表

明，大部分社会上层人士是不能成为社会底层群众的榜样。促使李提摩太对社会底层进行救济和传教，

除了上述原因外，他还注意到社会底层的善良和痛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大痛苦莫

过于温饱问题，也即饥荒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李提摩太所看到的灾难中国缺医少药，土匪横行，官

僚腐败，由此萌生念头，要使精神上救赎起效，必先救助他们的肉体。
对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同情和怜悯，促进了其宗教救济的转向。在李提摩太看来，包括那些拦路抢劫

的土匪和社会一般民众，他们总体上是善良的，容易满足，并且有着知恩图报的心理［4］73。其满洲之行

让李提摩太认识到，中国社会底层人群文化知识很少，人民淳朴善良; 尽管这些人不具宗教教化的示范

效应，但却值得和他们交流，辅助他们生存技能，也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目标。他注意到了中国底层妇女

的纯朴、执着，并且传统。她们是中国宗教活动的基本构成，比如祈丰收、求男孩。农业中国的基本现实

是家家需要男丁作为劳动力; 同时，传递后代的观念也根深蒂固。所以，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对于男孩子

有着独特的感情。李提摩太在青州参观了这一过程，他写道: “妇女……参会主要是为了祈求丰收，也

有人前来是为了求子。”［4］73他们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宗教的虔诚，李提摩太认为，“虔诚的人们……都准

备向我表达他的深情厚意”［4］75。另一个例子表明这些虔诚的个体很容易被教化，一位纺织工匠学习了

《教义问答》，萌发了追随基督的念头。这位工匠的妻子在宗教指引下，一起学习，最终促成整个家庭信

仰的转变。［4］76上述经历和思考说明，从社会下层开始，以救济肉体，将促使善良的社会个体信仰转变。
1877 年突如其来的大饥荒，加速了李提摩太的宗教救济实践。

三、李提摩太的宗教救济理念

作为社会背景，中国社会贫穷是不争的事实。自 1840 年后，清政府基本上丧失了对国家贫穷的救

助能力，以致形成天朝即将崩溃之态势［5］559。随着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失和鸦片进入中国，中国社会越来

越缺乏动能。饥荒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常态就是贫穷。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承认传

教，承认外人特权，将宗教逐步转移到中国社会。两者叠加起来，就形成灾难面前宗教传播获得机会的

局面。李提摩太的中国化线路和这个时期( 1876 年—1878 年) 的中国大饥荒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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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面前，官民空前团结起来。农业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自然界的期望。在祈雨未果后，

抢粮成为常态，然而遭到当地官员的残酷镇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救助方式已经不再风

光。传统的官仓没有足够粮食，政府救济方式已然捉襟见肘，即便政府希望用低于成本价的方式提供食

物，可是也无能为力。考虑到彼时中国诸多地区的道路状况，即便有粮食也无法快速运输到山东和山西

两个重灾区。更让人痛心的是，从中国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寻找救助粮食是不现实的，因为南方发生了

水灾。
官方救助的无计可施，促成了民间救济的增加。李提摩太写信给上海等地的传教士，希望把他亲身

调查的灾况在新闻媒体上发表、在传教士和教会中分享。他的部分文章被刊登在英国和中国的一些大

报上。民间力量很快被动员起来，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入李提摩太名下。这些资金的流入，大大缓

解了李提摩太遇到的救济困境。这场饥荒的救助是在动员国内外的人力和物力后，才艰难度过的。灾

难救助、饥民暴动以及社会秩序混乱是饥荒时期的普遍情形，但李提摩太设法进行有效救济，保持了社

会秩序。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发现，其救助理念的施行，促使灾区的人们形成社会团结的力量。第一，以肉体

救助为先。在饥荒面前，最要紧的是提供给饥民生命维系的能量。由于被灾时间长、范围大，饥民数量

多，李提摩太的宗教慈善理念被激发出来。“看到这些因为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病人不声不响地坐以待

毙，你会深感同情。”［4］82在报刊的劝捐书中，他对这次人间惨剧有较多的文字描述，“穷民更难糊口，

……甚至因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6］1877年4月3日。虽然当地官员也在为寻求减轻灾荒

而努力，巡抚“要求灾区官员免除谷物进口税，尽可能地从江苏和满洲等地购进粮食，以低于成本的价

格卖给灾民，其间的差价由官府承担”［4］80，但饥荒不断加重，李提摩太认为这是上帝赋予自己的职责。
李提摩太不仅捐献自己的积蓄，也寻找其他路径的救济金，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救助方案。他想到了

说服当地官员以募集资金。当时山东巡抚是丁葆桢，他高度同意李提摩太的想法。不幸的是，丁葆桢很

快就前往四川。在万般困窘的时候，他在烟台的同事为之寻找到了一笔救助金。他觉得这笔钱应该由

政府来发放，于是将钱转给了知县。［4］85后来获得较充裕的救助金后，他改变了以中国官方救助的模式，

开始研究社会贫穷人口。这些救济金来源于他在国内外呼吁所产生的反响。1876 年，他写信给上海的

传教士，就山东的灾荒进行说明，并且将此信内容发表在外文报刊上，遂有外国人、中国人还有一些社会

团体进行了捐助。接着许多港口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入。有了赈灾资金，他积

极设置粥厂，在益临二县境内设立了五处粥厂，同时倡议仁人君子“量力捐助，以济眉急”［6］1877年4月3日。
扩大社会救助范围，超越传统的宗族救助模式。在获得充裕的救助金后，李提摩太遂开展了更大范

围的社会救助。不仅在青州，而且在山西和其他灾区开展救济。这种救助理念是科学的，他采用调查问

卷的方法了解灾民情况，这些问题包括“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

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

率”［4］108 － 109。在官府的协助下，李提摩太在山西灾情最严重的几个村庄进行了救济金发放。
救助内容不断扩大，从食物供给扩大到医疗救助。通常饥荒伴随着传染病。在丁戊大饥荒之后，

1889 年“山东……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4］196。李提摩太前往济

南附近进行赈灾，结果自己也得了热病，他认识到医疗救助的重要性。1904 年，他被邀请前往满洲，建

立满洲国际红十字会，目标就是通过医疗救助的方式救济难民。在俄国、日本占领区，他通过中国式的

交往关系———私交———说服了当地的占领官，开展对中国国民的救助，衣服和食物，尤其医疗为救济灾

民和难民派上了用场。［4］308

第二，以多样性的组织和分类救助为方。大规模饥民存在的情况之下，救济是个很大的挑战，要求

施惠者具有灵活多样的救济组织方法。李提摩太在救济难民时，其方法非常灵活、多样，主要有以下

几种。
( 1) 感悟秩序，制定秩序规则，以发放救济金。灾民在获取救助时，保持良好的秩序是有效救助的

前提。李提摩太按照房东的办法，让人们静坐于地，以保持良好秩序、以更公平的分配救济金。他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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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人手指上涂抹墨汁，然后给予赈款。［4］82 这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政府发布严厉通告、以防社会发生

哄抢事件发生的秩序维系迥然不同。
( 2) 利用政府进行救济物资的发放。随着灾荒时间的持续，救济金的发放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并非救济金的数量不够，关键是各种不同的组织和个人都到青州来了。李提摩太试图前往昌乐发放救

助金，他将金币转给知县，知县受到了妇女压力，才开始用这笔钱去救助百姓。昌乐的这次危机增长了

李提摩太的知识，适当时候利用政府，不要跟政府对抗，与其保持合作是确保救灾的一个条件［4］93 － 97。
要借助政府，控制社会秩序，才能有效推进宗教救济。曾国荃时任山西巡抚，在他近乎严厉的控制下，山

西秩序良好，这为后来进行的救助提供了条件。
( 3) 在募集到足够多的救济金后，他采用先调查，然后发放救济票的方法。首先，他和他的助手仔

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日期，届时所

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通过此种方法，保持了救助的社会秩序。［4］80

( 4) 划分区域、保障平等。饥荒仍在持续扩大，民间力量已经被动员起来，但如何防止重复发放救

济金，却成为当时一个问题。也为了杜绝人们对救助者提供的救助金的多寡进行任何可能的比较，李提

摩太提出与青州知府和益都县的知县进行了商讨，找出了一个组织救济金发放的更好的方式，将益都县

划成几个区，“江苏的士绅在其中的一些村庄发放救济，而我在另一些村庄发放。……保证了发放到每

个人手里的数目是完全相等的”［4］99。
( 5) 银子救助的方法。在灾区，粮食等物资的发放固然非常重要，但募集来的不少物资都是货币。

当时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全部是以银两作为计算单位，一共有 20 万两。李提摩太

不可能亲自去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也缺乏有实力的银行家把救济银子兑换成现金。他因

而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先在每一个村子进行登记; 然后把银锭切成小块，每户差不多二到三

盎司，以方便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4］120

李提摩太的另一个重要做法是，社会救助须确立优先次序。优先救助孤儿，救助秀才。在向社会发

出劝捐呼吁时，他强调对孤儿的救助。他说“赡养小孩子……费用不过大钱两千，足救生命，费少而恩

重，存仁爱者，谁不乐为”［6］1877年4月3日。在其募捐到足够的资金后，他设置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

行最基本的救助”［4］90。如此一来，中西各方积极捐助款项，收养孤童超过 400 名，以致他不得不在《申

报》中再次刊登求助信息，“男女幼孩四百数十人，每日饭食需几十余钱文，无法支持”，希望把部分孩子

由“上海租界各绅富收有愿领做螟蛉与为养媳及作婢女者”［6］1877年4月3日。
对秀才的救助，有着强烈的实用目的，因其认为用基督教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有可能推动基督教传

教的迅速开展。秀才是人们期望能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的。”并且，“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

学者阶层”［4］91，所以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价值观，给他们以实践上的

好处是重要的。
第三，以日常救助的宗教化和自组织为主。当灾民获得救助后，李提摩太要求他们给他人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所有这些，通过宗教仪式加以保障。他制定了五条规则，主要内容是: 已经成为基督徒的

应当救助社会弱势人群;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苦难隐忍是爱的证据; 要侍奉上帝; 应当救赎自己和

他人; 基督秩序高于法律。单以前两点而言，在灾难时期强调互相关怀、帮助和扶持，对于社会秩序和度

过危机都非常重要。并且，“当感兴趣者前来学习基督教时，我帮助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团队”［4］103。同

时，按照具有良好口碑的人，才能被选举为团队头目。这些学习宗教的人群，就成为李提摩太后来传教

的骨干力量。同时，第一条规则要求其参与社会救助，从而增加救灾的社会力量。因此，这种方式不仅

有效增加了对抗灾荒的能力，而且传播了基督教，达到了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的目标。除了第五点以

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组织起来的群众，是应对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
第四，优先的社会预防方案。丁戊奇荒刚刚发生之际，李提摩太便创立了孤儿院，给他们传授铁工、

木工等技术作为一技之长。其宗教慈善理念，不单是为了维系饥荒之时，更着眼于后期的发展。他认为

发展教育是预防饥荒的办法之一。李提摩太设想建立学堂，推行技术教育的方案。他提出，如果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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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定的建校基础，比如土地和房屋以及经费，他可以负责筹建类似于上海等地先进的学堂，并实现分

类施教［4］100。传递西方自然科学是推进教育内容丰富的关键，应该“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

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并且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4］104。在灾荒开始加重的时候，李提

摩太前往济南府拜见丁葆桢，建议技能和职业教育应提上议事日程。“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

人提供就业机会。”［4］85发展技能教育，开修道路，是解决饥荒的一个有效方法。与救灾一样，他也希望

政府能够支持。当他到达山西府时，立即向曾国荃建议三条救灾措施:“( 1) 大规模向满洲和其他粮价

低的地方移民; ( 2) 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立即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而且具有长

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 ( 3) 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4］115 交通网络的发达，在当

代社会的意义非常明显，只可惜当时确保稳定的思想充斥着这些王公大臣，他们对修铁路没有兴趣。
这个闭目塞听的局面，促使李提摩太开始考虑清政府官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他发现:“中国的前贤

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

的意志……如果宫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他国家的赈灾经验，灾荒是可以挽救的。”［4］116

这些社会预防性的思想，虽然在那个时代很难实现，但是一种思想的出现在昭示社会发展的前景。社会

福利制度的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李提摩太认为，“拯救民众的灵魂固然重要，亦应注重社会的

福利。乐园不仅设在天国，也应建在人间”［8］149。这种福利的观念，是社会应对饥荒的重要制度体系。
四、李提摩太的转变: 从宗教救济到社会改良

中国人的实用动机是抑制持续发展的一个痼疾，因其缺乏足够的眼界。在救灾告一段落后，人们则

有可能把有限的金钱拿去制造牌匾等，李提摩太号召大家保持理性。他意识到在社会底层进行救助，人

们的实用动机非常明显，不利于其传播宗教。李鸿章说: “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

就会一散而去。”而且，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是基督徒。［4］129 这让李提摩太反思他的传教

经历。
教育问题被再次呈现出来。如何针对官员和学者进行信息传播成为他的首要目标。“必须研究导

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反思西方文明，反思中国现实救灾，

他找到一个重大不同，即国人对自然规律并不明白，所以西方科学知识才是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因此，

李提摩太认为，利用科学技艺吸引社会精英，必然能够带动中国官员和学者，从而找到“一条利用蕴涵

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鉴于中国人对西学的技艺极为有兴趣，他从

1880 到 1884 年间花了 1 000 英镑去购买书籍和科学仪器。然后，用这些知识和仪器去给官员讲解天

文、化学、电力和医学等科学奇迹。［4］136 － 137

在一些官员和学者略有所动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如何从教育制度上彻底改变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
为此，他前往欧洲，力图从那个时候教育最成功的国家获得灵感。在访问德国和法国后，他再次找到李

鸿章，对李鸿章讲这个改革的基础是教育。同时他以政府的存在使命来劝说李鸿章接受教育的转变，如

果本国政府无法做到，就不如把权力交付外人。［4］215 － 218暂且不论这种殖民思想，义和团运动后，李提摩

太又想出新方案，敦促列强用剥夺来的金币在中国建立大学，提供教育，山西大学、广学会等教育机构的

出现就是这个背景中的一幕［4］282、302。
与此同时，他呼吁“中国事务紧急委员会”为其拨款 10 万英镑，“其中四万英镑用于师范学校和学

院，四万英镑用于医学院，二万英镑用于文学作品和教材的翻译。除设立这项基金外，通过大学教育传

教的工作方式也获得了认同并被列入计划”［4］315。这些思想，试图在中国中部建立牛津和剑桥式的大

学，从而在中国发展新式教育。
李提摩太期望实现社会变革和教育进步，进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些努力功不可没，但不可以无

限放大。比如在引进西式教育方面，李提摩太也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中国社会绝对的贫穷，不能

生产出全面进步的土壤。因此，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中，这些伟大的计划很少能够保留下来。
五、结语: 协同变革的宗教慈善理念

李提摩太在救灾过程中和救灾之后，充满着对晚清社会的改造思想，教育是其确认的重点。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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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清政府已然无力回天，中国社会的饥荒问题随着革命的到来，社会更显破败。这位在中国近代史

上写下无数精彩篇章的传教士，在 1916 年离开中国，此后不久辞世。对于其贡献，李宪堂这样评论:“通

过赈灾救穷融进基层社会，在山东、山西两地的赈灾工作中，他亲手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他通过传

播西学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主持广学会工作达二十五年之久，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媒体资源鼓吹变

法，致力于社会文化教育改革，对当时社会的转型与革新起了很大作用。”［4］341

我们注意到，李提摩太的救济思想其实是系统的，且卓有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他注意到了中国社

会的特点，因此注意从社会底层发动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自我组织形态，提升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关联;

考虑中国本土的关系实际特征，不仅形成了传教士关系网，也形成了传教士与中国官僚结交的社会

网［9］; 通过超越宗教精神救赎，为解决世俗的痛苦做出了贡献。李提摩太意识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都

是有同情心的，是乐意合作的，这些协同观念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李提摩太立足中国实际的救助和宗

教传播的结合，“大大推动了由利玛窦开创的基督教传播的本土化路线，洋教不再只是文化冲突的显

现”［10］，从积极方面说，洋教思想和观念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慈善思想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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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imothy’s Ｒeligious Charity Activity and Concepts
—An Investigation on Forty five Yea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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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imothy’s religious charity and concep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social
practitioner and the religious motivation has promoted Timothy’s concept of charity． Timothy suggested that helping the victims
through practice and arouses the elites’thoughts through social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benefits the working class，
but also spreads the western science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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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凡 夫)

—211—



word版下载：http://www.ixueshu.com

免费论文查重：http://www.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8fa326a775a771d89182e38ba60aecf4318947a18e7f9386.html?from=pdf&ck=PTW
http://vip.cnkli.cn/channel_ixueshu.html
https://www.paperyy.com/?v=pdf
http://www.ixueshu.com/?v=pdf
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http://ppt.ixueshu.com?v=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