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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于撰述的重要创获。 ?者以数十年专治中国史的功夫，于上古至近代各类文献、考古发现和前贤时彦的研究

成果均有相当全面的掌握。其运思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存续和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阶层群体、典章制度乃至文化宗教的

生成演变和相互?用，检讨折中均衡而精密，读者从中不仅可了解中国数千年的基本状貌和内部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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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养老济贫

宋代继承唐制，于京师设置东西福田院，

供养老疾孤穷丐者。宋英宗时又增置南北福

田院，日廪 300 人。福田院的设置限于京师，

地方则自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后，天下

遍置广惠仓，以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租入用

于济助在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但没有机构

收容的人。

从此地方的老病孤寡之人也由政府提供

房舍，收容赡养。到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

正式将这类机构定名为居养院。居养院收养

老人，据大观元年（1107）的规定，必须年龄

在 50 岁以上，每日领米、豆一升，支钱十文，

每五日一发放。高龄者待遇更为优厚，80岁以

上，给新色白米及柴钱；90 岁以上，每月增给

酱菜钱 20 文，夏月支布衣，冬月给衲衣絮被；

百岁以上，每日添给肉食钱并酱菜钱共 30

文，冬月给绵绢衣被，夏月给单绢衫袴。崇宁、

大观年间，由于权相蔡京极力提倡，所以居养

院甚至有过于奢侈的情形，地方政府过度把

经费用在居养院上，影响到军粮。但这只是执

行上的偏差，不能因此否定这一个制度的意

义。南宋时期，居养院的设置更加普遍。例如

吉州属下八县，原初除吉水外，其他七县都有

居养院，后来吉水县丞黄闶也推动，在当地设

了一所，于是八个县邑都有了。又如郭份知常

德府时，“即乡落寺观分置居养院，以活远民

之无告者”（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

集》卷九十二《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铭》）。可知

有些地方连乡落里也都设置。

明太祖在立国之初，即令天下置孤老院，

后易名为养济院。明代中期以后，入京城养济

院居住的贫老病者，必须在当地有户籍，而且

得先向乡长报告，才能获得许可。没有户籍的

人，只能接受蜡烛、旛竿二寺的粮食救济。后

来明宪宗下令，养济院必须收容无家和外来

的乞丐。但是这一类人愈来愈多，只好在每年

冬至过后，把这些没有户籍的贫老病者遣回

原籍。冒充贫者以求收容，也是养济院的一个

大问题，这和胥吏舞弊有关，导致了福利经费

的浪费。即使如此，养济院仍然愈设愈多，到

了明末，养济院在江浙地区几乎每一个县都

已设立。清初养济院大多荒废，到乾隆年间才

又复兴，同时也规定外来流丐送回本籍休养，

对冒充者也加以严格检查。

但是明清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慈善

团体参加了这一类社会福利活动。从明代万

历年间（1573―1620）开始，士人有同善会的

组织。会友定期聚会，以通俗的语言演讲，劝

人为善，同时也凑集善款，从事善行。后来行

善济贫成为同善会的重要工作，甚至有田产

作基金。这种团体一直到清代都有，除了士人

之外，也有商人加入。同善会的善款首先接济

孝子、节妇等无靠之人，其次便是养济院不

收，但又不愿沦为乞丐的贫老病人。也有同善

会对济助对象立有品格上的限制，不济助不

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年壮力强而

游手好闲的人。这种慈善活动，后来进一步发

展成常设的赡养机构，称为普济堂，在地方上

补养济院的不足。养济院对入院居住的人有

时视同乞丐，自尊心高的人不愿进入，在当地

没有户籍的人也不能进入，所以普济堂有其

存在的需要。政府有时对普济堂的设立也予

以鼓励，但经费、管理基本上以当地绅、商为

主，至于官方捐赠只是偶一为之。

（二） 慈幼

宋代以来，民间“生子不举”的习俗盛行。

民家或由于家贫而无力养育，或由于无力负担

丁税，往往子女生出后，即予以溺死或抛弃。还

有灾荒逃难，也往往使父母抛弃子女。面对这

种现象，明代地方官甚至有“禁不能止”的慨

叹。为了改善风俗，以及使弃儿能够顺利成长，

政府、民间在慈幼方面都作了很多的努力。这

可以分别从对于产妇与婴儿的济助，以及对于

孤儿的收养两方面来讲。

就产妇与婴儿的济助来说，当孕妇怀孕，

尚未生产时，政府已给予经济的支持。例如在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南宋宁宗庆元

元年（1195），政府都颁发胎养令，对于不能

自存的孕妇，赐之以谷。贫乏人家的妇女，在生

产之后，政府又给予常平钱或义仓米，作为生

活上的补助，这种补助在南宋时期尤其常见。

但是常平仓、义仓都设在城市，不易济助乡民，

因此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及以后，

又有举子仓的设立，并且与社仓相结合。福建

安抚使赵汝愚在淳熙年间建议设举子仓，以户

绝田租作仓本，充一路养子之费，而社仓也在

同时推广，两者同有以粮谷济助农家生活的作

用，于是相互结合。绍熙年间（1190―1194），

邵武军光泽县知县张欣于县中倡设社仓，已采

取此一方式。社仓与举子仓之间的关系是“储

米以备赈贷之用也，敛息以资举子之给也”

（李吕《澹轩集》卷五《代县宰社仓砧基簿

序》），也就是举子仓依存于社仓，以社仓所收

息米，供作补助贫民举子的经费，使有散无敛

的举子仓能够长期维持。这种经营方式，盛行

于福建的上四州、军（建宁府、南剑州、汀州、

邵武军），也就是南宋生子不举风气最盛的地

方，并且有连称为举子社仓的情形。

宋代政府做得更多的，是对于孤儿的收

养。对于凶年灾民所遗弃的子女，政府鼓励富

有的人家收养，收养之后，政府每日给常平米

二升。收养的年龄最早规定为三岁以下，乾道

元年 （1165） 改为十岁以下，嘉定二年

（1209）又改为七岁以下。政府并且规定，在

灾荒中遗弃的小儿，父母不得复取，使养父母

能够安心收养。除了鼓励富家收养之外，政府

本身也从事孤儿的收养。前述的居养院，一方

面收容孤苦无依的老人，另一方面也收养幼

儿。婴儿雇乳妇乳养，年龄稍大的则雇妇人照

顾，到七岁以上，每月支给大人一半的居养费

用。如果确实没有亲属认领，到十五岁方许自

便。幼儿若是可以教导，还为他们安排受教育

的机会。到南宋晚年，又有专门收养弃婴的机

构婴儿局与慈幼局设立。婴儿局的设立，发动

于地方官。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前后，

袁甫通判湖州时，湖州已设有婴儿局。袁甫

《蒙斋集》卷十二《湖州婴儿局增田记》详载

收容弃婴的方法：

有弃儿于道者，人得之，诘其所从来，真弃

儿也，乃书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 择媪

五人为众母长，众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

不时而来者。 来者众，则益募乳收之，今八十

人矣。 ……儿或病且夭，不以时闻，乳者诱于

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无以为验，殆如戏耳。

于是严邻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儿，知而庇焉者，

咸置诸罚。 齿及七龄，粟勿复给。 ……有疾病

者，医一人谨视焉，今增为二。 如是，而夭者亦

希（稀）矣。

可知方法十分周密，募有乳母哺育，医者

疗病，对乳母又严加督察。慈幼局的设立则是

全国性的，在时间上要到南宋晚期。淳祐七年

（1247），朝廷诏令临安府首先设置，到宝祐

四年（1256）推广于全国。慈幼局除收养弃婴

外，又资助贫困的产妇，贫家子多，无力养育，

也可以送到局中来。由政府给钱雇乳妇，养在

局里，哺育幼儿，对于收养的小儿，政府也每月

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从居养院

到婴儿局、慈幼局，收养弃婴的方式基本上没

有改变。不过也有的地方官，认为慈幼局徒有

虚名，而希望开店铺或做买卖的人能够收养，

让这些弃儿将来能习得一技之长。

慈幼局在元、明两代似乎不曾延续。明代

的养济院，也收养无父母兄弟的笃疾小儿，但

无收养弃婴的条文。这一个时代的弃婴，似乎

多由寺庵收容。到了清代，收养弃婴的机构才

又复兴，称为育婴堂。顺治十二、十三年间

（1655―1656），扬州府首先设了两所，一在

江都县，一在高邮州，此后江南各大府州县治

纷纷设立，多能延续到清末民初。清代的育婴

堂和宋代的慈幼局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育婴堂

的经费大多来自当地士绅或商人的捐献，而非

出自政府。这与地方上的商业发展大有关系，

例如最早设立育婴堂的扬州，便是盐商聚集的

中心；但是也有些地方的育婴堂，是募捐经费

而设立的。地方官即使发动捐募，他们的角色

也是次要。育婴堂建立起来之后，也由士绅、

商人自己组织管理。育婴堂的经营，大多取法

宋代的慈幼局，雇乳妇于堂中哺育婴儿。扬州

江都县的育婴堂，在规模最大时有四百多间乳

妇的居室。弃婴在乳妇哺育二至三年后断乳，

如果有人认养，只要确定该户人家不是娼户，

或收养为奴婢之后，即可送出，不收分文。男

婴可养至十岁以上，视其智力，或送交义学，或

使习手艺。

育婴堂除了收容贫户自动送到堂中的婴

儿外，还会主动到外边捡收路边的弃婴。婴儿

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及特征都注明于收婴册

内，没有资料的弃婴，则由育婴堂为他们取名。

乳妇每人有腰牌，注明她所负责的婴儿数据，

以防止乳妇互相调换婴儿，或以别的婴儿顶

充。每一乳妇只可以哺育一个婴儿，以防止照

顾不周而致死。乳妇必

须住在堂内，不准到堂外哺育，堂里经常检查。

通州育婴堂从康熙三年（1664）到乾隆二十

年（1755）的 91 年间，收养了 60 000 多个弃

婴，平均每年达 660 个。如皋育婴堂从康熙七

年（1668）到乾隆二十年（1755）的 87 年间，

收养了 13 600 多个弃婴，平均每年也有 156

个。

清代中叶以前，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大多设

在县城以上的城市中。这些机构逐渐发生管理

松懈、侵占公款等弊端，于是从嘉庆年间

（1796―1820）以后，以乡、镇为服务范围的

育婴社兴起。乡、镇本就有一些留婴堂或接婴

社，将当地拾获的弃婴转送到城市的育婴堂。

这种乡、镇的留婴堂或接婴堂，在嘉庆年间前

后有增加的趋势，到道光年间（1821―1850）

及以后，这类组织逐渐停办，地方人士改而推

动一种保婴会，收受善款，给予生育婴儿的贫

苦家庭，打消他们弃婴的念头，以减少城市中

育婴堂的负担。这个办法不仅拯救了婴儿的生

命，也维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这类组织最先

出现在无锡，不久就传到江浙各地。

（三） 疗病

唐、宋的福田院，也常兼事疗养病人。宋代

政府又常赐钱给地方，让地方长官制药散给贫

病之家。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

州，适逢疫病，派遣医生携带药物出外为民众

治病，事后提出一笔经费，建立病坊，名为安乐

坊，这是病坊设立之始。其后又有权知开封府

吴居厚请求诸州设置将理院，收容病人，按病

情轻重，分室而处，以防传染。这两项措施，可

以说是安济坊的前身。崇宁元年（1102），朝

廷诏令诸郡设安济坊，收养有病而无力医疗的

病人，随后又推广到各县。南宋时除安济坊外，

又有养济院，也是医疗贫病的机构。安济坊与

养济院内均有医生，由城内医生轮差，为病人

看病。

自北宋以来，政府又设有药局，以廉价供

应药物给民众。药局初创于宋神宗时，起初只

在京师有一所，崇宁二年（1103）增为五所，

又增设和剂局二所。南宋绍兴六年（1136），

设置行在和剂药局，给卖熟药；二十一年

（1151）进一步令诸州皆置和剂药局，于是药

局的设立推广到地方。地方官注重药政、设置

药局。

官设的药局到明代仍然存在。嘉靖二十一

年（1542）北京大疫，官员上疏建议由太医院

差派官员，督同顺天府惠民药局，给散药材；万

历十五年（1587）疫病又在北京流行，又有官

员建议仿照嘉靖年间的做法，请求令太医院多

发药材，精选医官，在京城内外散药给病人；直

到崇祯末年，官设药局仍然在政府面对疾疫流

行时扮演重要的角色。药局之外，赡养老病的

养济院也有疗病的功能，有医生到院中来，为

病人看病，和宋代的制度大体相同。民间支持

的普济堂，对于医药方面的救济比养济院更加

重视。清代高邮县的普济堂，前身即是当地士

绅创设的施药局，有药房、病房、诊脉处，聘请

城内大小儒医，轮流在堂诊视病人，治病对象

以贫民为主。又请药铺刀工切药炮制丸散。平

日医务工作只在上午执行，病人随到随诊，所

有诊病、发药完全免费。病重及无家人料理的

病人，则收于后屋病房之中，如果病故，由普济

堂代为收殓埋葬。由于完全免费，所以开支很

大，有时不免因入不敷出而暂停开放数月，但

这所普济堂仍然一直维持到清末。

宋代以后，城市发展，人口集中，市区壅

塞，污秽不易排除，疫病容易流行。这种情形，

不仅见于地方城市，都城如南宋的临安、明代

的北京，亦皆如此。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如安济

坊、药局、普济堂等受到重视，应与此一情况有

关。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