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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拿大和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雖創立於英國，但

卻蓬勃發展於美國，1854年，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
會成立。隨著19世紀後期美國殖民主義以及對外
經濟文化的擴張，基督教青年會逐步發展到亞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

是中國首個城市青年會。

1895年，基督教青年會北
美協會派來會理入華，成

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首任

專職幹事。同年12月，來
會理成立了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天津基督教青年會

成立後，以「非以役人，乃

役於人」為會訓，以「服務

社會、造福人群」為宗旨，

開展各項事工。為了更好

地融入天津社會，天津基

督教青年會還積極爭取社

會中上層人物的支持。而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社會

服務理念和實踐也獲得了

社會中上層人物的認同、

支援，甚至參與其中。例

如南開學校的創始人張伯苓，實業家宋則久、宋棐

卿，慈善家雍劍秋，就曾擔任天津青年會的董事或

董事長，應邀在基督教青年會發表演講，參與其各

項活動。在推動天津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他們形

成了良性互動，互相支持，擴大了天津基督教青年

會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既有利於天津基督教青年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倡行現代衛生探析
——以《大公報》為中心

■ 侯 傑、王 敏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歷史文化

在近代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個人衛生和環境

衛生狀況令人堪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積極開展

現代衛生教育活動，傳播現代衛生知識，解決「衛

生健康」等方面的問題。目前，學界對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的各項社會服務事業多有關注，已有諸多

學術論著 [1]，但對其衛生

事業的專門研究較少。因

此，本文以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為主體，透過天津基

督教青年會的自我言說和

《大公報》的他者言說，

考察其倡行現代衛生的

言論與行動，以期準確把

握其在天津乃至中國衛生

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發揮的作用。

一、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與《大公

報》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 s s o c i a t i o n），簡稱
Y.M.C.A，是全球性的基
督教青年社會服務團體，於1844年6月6日，由英國
商人喬治·威廉（George Williams）在倫敦創立，以
「忠事耶穌，敦本立行，更本己立立人之旨，服務

同胞，改良社會」[2]為宗旨，希望通過堅定信仰和

宗教活動來改善青年的精神生活，這是世界上第

一個基督教青年會。1851年，基督教青年會先後傳

摘 要：在近代中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通過舉
行衛生演講、放映衛生電影、舉辦衛生展覽、散

發衛生圖書資料以及開展多種衛生運動等方式，

向社會各界人士宣傳現代衛生觀念，普及醫學

常識，改善天津城市衛生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並改變著人們的衛生觀念及生活習慣。不僅如

此，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參與到政府或其他社會

團體組織的衛生活動之中，充分發揮其作為基督

教跨教派團體的功能和優勢，踐行服務社會，造

福人群的理念，為天津城市衛生事業的發展做出

了重要貢獻，改變天津乃至中國城市衛生狀況，為

現代衛生事業發展付出了努力。

關鍵字：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現代衛生；《大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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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本土化，也有

助於天津近代衛生

事業的發展。

不僅如此，在

傳播現代衛生知

識，構建城市衛生

文明的過程中，天

津基督教青年會非

常看重《大公報》

在天津乃至近代中

國所擁有的巨大影

響力，將許多自我

展示和宣傳自己理

念的稿件寄給《大

公報》刊發[3]。《大

公報》自1902年創
建，以「開風氣、牖

民智，挹彼歐西學

術，啟我同胞聰

明」[4]為宗旨，對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社會服務活

動也多加報導，刊載了大量其衛生教育活動的消息

和評論。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與掌握話語權的報紙

媒體通過互動，建構起有別於傳統的公共話語空

間，共同推動現代衛生發展，促進天津城市現代

化。

二、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倡行衛生教育

近代以前，「衛生」往往被視為個人之事。但

社會精英和媒體在改造近代社會的過程中，逐漸

把「個體」與民族和國家聯繫起來，使個人的「身

體」不斷國家化，將國家的興亡與國民身體的健

康狀況融為一爐，詳加論述。在清末民國發行、出

版的報刊和書籍中不僅能看見大量呼籲強健國人

身體的言論和藥品廣告，而且將各種與個體健康

密切相關的「衛生」問題，作為關注的焦點。實際

上，近代中國的衛生健康狀況早就引起了來華基

督教的注意，傳教策略不斷調整。作為基督教傳教

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醫療事業在中國很快發展起

來，基督教在關注疾病救治的同時，也開始重視疾

病預防，這為衛生知識的傳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格外重視衛生健康問題，

不僅大力提倡現代

競技體育以強健身

體，提高體育運動

水準，而且把衛生

與體育結合起來宣

傳，把衛生教育作

為其「四育」補充和

延伸，大力傳播衛

生知識，增強社會

各界人士的衛生意

識，促進城市衛生

環境的改善。值得

注意的是，天津基

督教青年會在發揮

傳統優勢的同時，

還通過建立較為完

善的組織架構，予

以推進，如以服務

社會為宗旨的社會

服務團自成立以來，「首為平民教育之設施，輔助

社會，啟牖民智，最為美善。次即為注重衛生。」[5]

而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智育部、體育部、童子部等機

構共同協作，還舉辦了諸多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

衛生教育活動，既注重個人、家庭衛生環境改善，

也重視公共衛生水準的提高，取得一定成效。

1.辦演講、放電影：傳播現代衛生觀念
近代中國衛生狀況不佳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

各界人士普遍缺乏現代衛生觀念，「我國民族素

弱，尤以衛生之事多不講求」[6]，而導致社會各界

人士衛生意識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衛生教育不

夠發達。為提高社會各界人士衛生意識，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自我賦權，大力開展衛生教育活動，通過

辦演講、放電影等方式，提高社會各界人士衛生意

識。

在傳播衛生知識，改善衛生環境的過程中，

具有較強的宣傳性和感染力的「演講」是天津基

督教青年會經常採用的方式之一。根據1906-1947
年間《大公報》上刊發的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舉行的

「衛生演講」資料統計（如下表），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邀請國內外名醫和各界人士不斷舉辦衛生演

講，向對社會各界人士宣傳衛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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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47年間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衛生演講」一覽表：

時 間 演 講 人 主 題
1906年12月15日 天津著名牙醫艾君 保護牙齒之要理並醫治之妙法

1909年3月20日 北洋軍醫學堂幫辦伍連德 保身良法

1913年9月4日 不詳 預防肺癆妙法

1917年5月20日 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全希伯大夫 傳染病防避之法

1917年6月25日 醫學博士蔡大夫 體育、注重衛生

1917年12月14日 衛生部麥大夫 災民之防疫、衛生要理

1918年1月4日 倪大夫 消滅污濁及衛生利益之關係

1918年2月7日 美國醫學博士麥大夫 衛生防疫辦法

1918年6月22日 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全希伯大夫 綏遠防疫情形

1918年7月5日 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全希伯大夫、 
北洋防疫處處長劉韻波

各路防疫經過情形

1919年1月25日 婦嬰醫院密樂爾大夫 衛生種種利益

1919年9月27日 北洋女醫院院長曹麗雲 衛生相關事宜

1919年10月18日 婦嬰醫院陳傲霄女醫士 家庭衛生

1919年12月14日 南開大學教員余日暄 衛生之關係

1922年3月21日 上海青年協會幹事吳博士 中國衛生問題

1922年5月26日 幹事董守義 衛生之必要及每日應注意各事

1922年5月30日-
  6月4日

孫子文、北洋女醫院賀大夫、 
馬大夫醫院雷舜笙大夫、張伯苓、李燕豪等

衛生之重要、衛生與家庭、衛
生與教育、衛生與個人、傳染
與預防、衛生與改造

1922年6月8日 幹事王寅生 蒼蠅之害□□□之要點

1922年6月16日 不詳 蒼蠅之害及減除之法

1923年10月28日 美國佛尼亞醫科大學學士鍾振東 醫藥與人生之關係

1927年4月18-22日 黎宗堯大夫、鍾素媛女醫士、范蔚之大夫、 
徐亞倫女醫士、楊雲英女醫士

眼睛衛生與眼疾之預防法

1928年4月23-28日 朱世瑛大夫、徐亞倫大夫、田大文大夫、章輯五、
黎宗堯大夫、全希伯大夫；朱世英(瑛)大夫

家庭衛生、眼科衛生、眼科自
療法、公共衛生、兩種衛生、
兩性衛生、疾病之預防法

1928年11月10日 蔣育英大夫 家庭衛生

1930年10月14日 臧市長代表侯希文大夫 兒童衛生健康

1932年5月6日 田大文演講 眼睛之衛生

1934年4月8日 李子曜大夫 兒童衛生

1935年4月20-26日

市政府科長陸滌寰、北平中華醫院癆病科主任盧永
春大夫、馬大夫醫院醫師任益之大夫、公立女醫局
院長丁懋英大夫、津市名醫馮英鎮大夫、本市名醫
雷舜笙大夫、鄧志恩大夫

衛生問題、防癆、個人衛生、
家庭衛生、衛生與健康、衛生
與烈性毒品、衛生常識

1935年6月22日 津市名醫田大文大夫 暑期衛生

1936年4月21、23日 北平中華醫院院長盧永春大夫、 
天津女醫院院長丁懋英大夫

防癆、婦女衛生

1937年5月29日 朱鐵臣大夫 病菌

1947年7月12-19日 衛生局杜慶林醫師、屈鴻鈞醫師、李宗遠醫師、 
郭德隆醫師、魏文彬醫師

夏季防疫、津市去年霍亂流行
預防備經過

（資料來源：《大公報》，1906年1月12日至194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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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舉行的衛生演

講邀請的講者大都是醫界名人，演講很有專業性

和說服力，講題內容廣泛，比較貼近社會各界人士

生活，與社會各界人士健康息息相關。其中，家庭

衛生、個人衛生、傳染病防治等是經常性出現的演

講主題。不僅如此，有些講者在演講中還時常放映

一些幻燈片，以助講述。這樣既直觀、形象，可吸

引聽眾，又具有可操作性，感染力強，能產生更好

的宣傳效果。作為主辦者，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也會

根據實際需要適時地安排、組織社會各界人士期

待的衛生演講，如每逢夏季，有可能發生疫癘。為

向普通市民灌輸夏令衛生常識，便適時舉行防疫

演講。1917年，京畿地區遭遇特大洪災，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便及時邀請名醫演講災民防疫知識[7]。

此後若干年，因夏季天氣炎熱，「蒼蠅繁生，傳染

微菌，有礙衛生」[8]，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也會舉辦

滅蠅演講。值得關注的是，基督教青年會十分注重

兒童衛生教育，多次舉行相關演講。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還比較早地關注到了兩性衛生問題，曾成功

地舉行過女性衛生演講。192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
會特別邀請全希伯大夫針對不同的聽眾發表《兩

性衛生》演講，廣受青少年的歡迎：白天，「專為各

校男生所講，故樓上下各大中小學生為之擠滿。朱

大夫之衛生問答，亦頗扼要。晚間，全大夫又為該

會會員講演《兩性衛生》，會場幾無插足之地

云。」[9]可謂聽眾踴躍，兩性衛生知識得到有效傳

播。

除了在會所舉辦演講，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

通過廣播無線電傳播衛生知識。同樣是在1928年，
基督教青年會就曾借天津廣播電台播出過章輯五

的《公共衛生》、全希伯大夫的《兩性衛生》、朱世

英(瑛)大夫的《疾病之預防法》等衛生演講[10]。此

舉也為其他基督教團體所吸收、借鑒。特別是在

建立起屬於自己的電台後，基督教青年會大力提

供相關服務。1936年，天津女基督教青年會就曾通
過東馬路青年會無線電台播音，講演有關家庭兒

童衛生的問題[11]。借助無線廣播電台這樣的新穎

形式，無疑擴大了演講的受眾範圍，有助於更加便

捷地傳播現代衛生知識，進行現代衛生思想、觀念

的啟蒙。

為了吸引觀眾，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往往還會

舉辦遊藝、音樂、相聲、茶點、遊戲、新劇、舞蹈、

幻燈片、電影等活動，以配合演講活動的進行。其

中，放映衛生電影就是天津基督教青年在衛生演

講之後配合舉行的一種活動，既吸引了觀眾，同時

也更直觀地傳播現代衛生知識。如1922年3月21
日，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邀請了上海中華衛生會、上

海青年協會講演部幹事吳博士講演衛生，帶來了

「各種儀器、圖畫、模型及電影等物」[12]。講演結

束後，主講人放映了有關生命來源的電影，旨在普

及衛生知識，倡導衛生觀念。「所演者皆關於下等

動物及高等動物生成之由來及微菌轉宿主時繁殖

之迅速。而污穢之處，生殖尤速，苟不注意，一被

侵入，頓有生命之危險，觀者為之動容。」[13]

2.辦展覽：普及衛生常識
衛生展覽也是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開展衛生教

育的一種重要方式，通過陳列圖畫、圖書、模型、

標本等物品，配以講解人員的精心講述，起到較好

的效果。

為了使社會各界人士了解講究個人衛生、維護

公共衛生的重要，養成衛生習慣，自覺預防疾病的

傳播，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時常會通過舉辦衛生展

覽的方式，傳授一些簡單易行的方法。如1922年5
月31日，《大公報》就不厭其詳地刊載了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的衛生展覽上宣導的各種預防傳染辦

法：

咳嗽傳染預防法：1.咳嗽時，用毛巾掩口。2.他
人咳嗽時，亦用毛巾將口掩鼻。3.侍病戴帽具，此專
用之肺瘟。4.咳唾置痰盂。5.揩幾用油布。6.掃地先
噴瀧。

直接傳染預防法：1.禁止小兒臥行地上。若小
兒下地爬時，須以淨席鋪地。2.禁止小兒以手指入
口。3.禁止小兒與病人同居。4.禁止與病人接吻。

器具傳染預防法：1.禁用他人手巾。2.禁用他人
煙袋。3.禁用他人茶杯。4.禁止冷食。5.禁入污穢理
髮鋪。6.禁近病人及其服務之物。7.病人服用之物，
或消毒，或煮沸。若不值錢者焚毀之。

食品傳染預防法：1.暴露不潔之物勿食。2.剖皮
水果不可食。3.可疑之物品勿食之。4.數人共碗之
物勿食之。

污土傳染預防法：1.□赤足，免受傷。2.防病菌
入污土。3.受傷輕者，淨布裹藥水洗。4.受傷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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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傷處用注射。5.□□□株藥粉。
昆蟲傳染預防法，此種預防分三項：（一）防瘧

疾法。1.滅蚊蟲。2.設蚊帳。3.服雞拿[納]。4.張鐵
紗。（二）防瘟疫法。1.撲鼠，所以滅蚤。2.用鼠□。
3.養巨貓。4.藏食物。5.實牆壁。（三）防瘟熱法。
1.勸沐浴。2.常洗衣。3.男子剃頭。4.女用油洗髮。

瘋畜傳染預防法：1.籠□之狗，瘋狗則殺之。
2.病狗則痼之。3.咬傷速醫之。4.狗嘴必籠之。[14]

顯然這些方法，簡單、有效，便於社會各界人

士掌握和實施。為了提高現代衛生的宣傳效力，天

津基督教青年會還購買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等近代著名出版社刊行的一些衛生書籍，配合展

覽，集中展示，備人觀覽，並實現了與官方的某種

合作。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在展覽會上還張貼了教

育廳的批示：「查此衛生講演會，敝廳會備有各種

衛生書籍，□供眾□□□□苦無說解，用資考證。

茲特由□搜集極多書籍，惟關於衛生□，購置多

種，陳列於此，供□□□群加參閱，於衛生一科，不

無□□，並擬於此會開會後，移至東馬路通俗書館

長期陳列，俾眾觀□云」[15]，從而促進了衛生宣傳

的常態化和衛生知識持續地擴散和更大範圍的普

及。此外，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曾「在南市、河北

兩處遊人薈萃之地方，搭蓋席棚一座（或布棚），

內中懸掛關於衛生放大之畫片，以便人觀覽，發人

猛省……在棚內演照衛生生活電影，令人隨意入

覽，使人人曉然衛生之必要。」[16]這無疑是一種有

益於增強社會各界人士的衛生意識，傳播醫學常

識的有效途徑。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將衛生展覽

辦到街頭巷尾，准「備衛生圖畫，分貼街市。」[17]

相對而言，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東馬路等會

所，是經常舉辦衛生展覽的地方，只不過主體不斷

變換，但都通過視覺化的實物帶來視覺衝擊，向

社會各界人士傳遞衛生知識，加深參觀者的印象，

以擴大衛生教育的效果。1923年，天津基督教青年
會為了宣傳滅蠅，在會所內「辟室陳列圖書、標本

懸之壁上，任人觀覽，使人見蚊蠅傳病之慘狀與傳

染得疾之危險。觸目驚心，即知自防。」[18]不僅如

此，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在1928年以「健身房為衛
生圖畫展覽室，分組懸貼各種衛生圖畫，陳列各種

模型等。」[19]1947年，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在會所舉
辦夏令衛生會，展覽各種圖表標本，不下數十種。

前往參觀者，頗為踴躍。「圖表方面，除普通衛生

常識之宣傳畫外，尚有各種統計圖表，計有《津市

人口密度表》、《公廁分佈情況表》、《本年上半年

度各科病人比較表》、《霍亂患者分佈情形》等十

餘種，標本有赤痢腸、傷寒腸、霍亂腸、蒼蠅之傳

染、蠅足上的污物、蠅頭污物等十五種。」[20]

不論是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會所，還是在街

頭巷尾，舉辦衛生展覽，都是為了提倡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幫助社會各界人士養成衛生觀念，預防

疾病。

3.發圖書：改變衛生習慣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倡行的衛生教育，除了舉

辦衛生演講、放映衛生電影、舉辦衛生展覽外，還

通過分發衛生傳單、出售或贈送衛生圖文資料的

方式，把衛生知識傳播到民間，潛移默化地改變社

會各界人士的認知和習慣。

1922年4月，為迅速掀起滅蠅運動，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預備滅蠅書一本送各界。又定五月六日

七日散放傳單，說明滅蠅之害及消滅方法。」[21]次

月，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童子部養成團向河東一帶

的商戶散佈捕蠅傳單，令各號貼在窗間，以便購物

者閱看。「該傳單文云：夏令的死亡率，較之他季

為獨多，因為蒼蠅是殺人的媒介，但是人們為了不

明原理以致斷送生命的，一夏不知有若干人哪！青

年會開的衛生教育會，卻有滅蠅的新法，你何不預

先去要票，臨時前往聽聽講演，看看展覽，得些防

疫的方法呢？並繪有大蒼蠅一個，以資警目云。」
[22]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有時也會售賣上海中華衛生

教育會出版的《衛生圖說》、《嬰兒衛生》、《蚊

蠅》各種小書，約八九種。[23]同年，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不僅在各地徵集衛生會會員，還向會員頒發

會徽，贈給衛生書籍：「贊助會員除贈本會會徽

外，並贈皮面精裝《攝生論》、《哲嗣學衛生叢

書》、《□疾要訣》、《疾病探源》各一部，並刊上

下款文，以存紀念。維持會員除贈本會會徽外，並

贈布面精裝《攝生論》、《哲嗣學衛生叢書》各一

部。普通會員除贈本會會徽外，並贈《攝生論》上

下卷各一部。學生會員除增(贈)本會會徽，中學以

上並增(贈)《攝生論》上卷一部，中學以下並贈

《衛生教科書》第一、第二兩部。」[24]

此外，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十分注意把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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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社會各界人士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通過分

發新年合（台）曆傳遞衛生知識。早在1913年，「天
津青年會維持社會部因新年伊邇，特編新舊合曆

一種，請各校學生於假期時間代為分送。內容青年

圖畫並有公共衛生，個人衛生，家庭教育，預防下

流，預防染疾，兒童道德，文明遊戲，勸誡吸煙、纏

足、納妾、虐待兒女等，白話論說以開風氣。聞各

校對於此舉甚表同情云。」[25]難得的是，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還組織學生走上街頭向社會各界人士派

送畫有驅肺癆的年曆表。「天津青年會以本埠居

民貧民頗多，時有不能記明陰陽曆日，確因無資購

買陰陽曆書之故也。特在商務印書館印刷陰陽合

曆單共八萬張，並在單上書畫如何能驅逐肺癆之

圖，分給各校，由各學生按路施送，以資便利。」[26]

以這種送福利的方式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日常生

活方面的便利，同時潤物無聲地傳播衛生常識，預

防傳染病。

4.發動衛生運動：改善衛生環境
「大家合力共同提倡衛生，則大家可得保長

年。然斷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辦到。」[27]為了改善

城市衛生環境，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在每年春夏

之交舉辦專題性衛生教育會，發起城市衛生運動，

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參與，共同努力，提高城市

衛生水準。

衛生運動多是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大禮堂

發起，一般持續3-7日。通常「每晚約請名人講演並
演照衛生電影及各種遊藝，無論何界人士，皆可到

會參觀。」[28]此外，還會不時展覽衛生圖畫，「任人

展覽，並不取費。」[29]為了解除社會各界人士的病

痛，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常請名醫為社會各界人

士提供體檢服務，以及衛生諮詢服務，社會各界人

士可直接與醫生提問互動。最受貧苦民眾歡迎的

是，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施捨藥物給有需要的人，

有時急病患之所急「轉托接近貧民區域之各教會，

代為施送。」[30]

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開展的歷次衛生運動

中，滅蠅、種痘、查眼疾等格外引人注目，有時是

舉辦專門的宣傳周，有時是同步進行，力求取得一

定的實際效果。

開展滅蠅運動。夏季天氣炎熱，蒼蠅滋生，而

「傳染疾病者，即為蒼蠅一物」[31]。加之天津人煙

稠密，若不及早籌備，後果難以想像。然而社會各

界人士對此認識不足，即便有所瞭解，也很難預

防，以致於「蒼蠅蚊蚋，濕化叢生，最足傳染時疫，

但知之而無法可防」[32]，欲革除疾病之媒介，「當

以滅蠅為第一要務」[33]。因此，一到夏季，滅蠅就

成為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衛生運動的重要任務。該

會的社會服務團通過舉辦衛生教育會，闡釋滅蚊

蠅與衛生之關係的重要，售賣滅蚊器具，勸導社會

各界人士，重視改善衛生環境，防患於未然。考慮

到一般鄉民，可能認識不足，還派人前往四鄉講演

《蒼蠅之害及減除之法》等。

相對而言，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在城市中組織

領導的滅蠅運動，比較有起色，如成立滅蠅會、捕

蠅隊等，設立獎項，宣揚滅蠅的益處，散放傳單數

萬份，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天津基督教青年會

董事喬錦堂對該會童子部組織一殺蠅大會，十分

贊成，「故特捐助大洋十五元，並捐銀盃一盞，以

作獎品，而資鼓勵云」 [34]。而參與滅蠅活動的團

體、個人則將抓捕到的蒼蠅存於瓶中，集中上報，

並按數量獲得相應的獎勵。「茲將捕蠅之數，續至

前日（十八日）共有九十三萬零六百九十頭之多。該

會近又擬頒給獎品及獎章四種，以資鼓勵，凡屬

該會會員能以捕得最多數蒼蠅者，皆可領到獎章，

所以各會員無不踴躍爭先云。」[35]與此同時，各小

學校學生所捕毒蠅，則送童子部檢查，「捕獲最多

者給以獎物，鼓其精神，前後共滅蠅數十萬」[36]。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通過舉行如此形式的衛生運

動，號召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無形中提高了社會各

界人士的衛生意識。

開展種痘運動。天花是一種古老而且死亡率

極高的傳染病，種痘，就是將牛痘苗接種到人體，

使人體獲得對天花免疫力的一種醫療措施。民國

時期，由於官方主導的公共衛生建設欠缺，種痘一

般都是由民間主持。天津的種痘活動，也多靠民間

團體來組織實施。因此，種痘也是天津基督教青年

會宣導衛生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歷年施種牛痘，

「無論老幼男女均可往種，分文不取。」[37]

作為一個跨教派的基督教團體，天津基督教

青年會還聯合津埠各教會共同展開種痘運動，並

形成慣例。一般操作方法為：將津埠分區，每區由

該區教會施種，男女分種。每區教會派男女代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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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開辦的種痘訓練班學習，由

專門大夫教授種痘方法。所需要的藥棉、繃帶、火

酒等材料，由各教會主任向相熟之大夫或醫院捐

募，繼而進行分配。但若所需牛痘漿若捐募不易，

則由社會各界人士自備。1926年，天津基督教青年
會在5月17-23日舉行衛生運動，「並聯合各教會引
種牛痘，種痘者共一千五百餘人，計共開講演會

十四次，聽講者共五千□百七十人」 [38]。1927年4
月，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仍擬援例舉行，原本為期5
天，因種痘者活躍甚至兩度延長時間。「該會與各

教會合辦之種痘運動業已經截止，旋為普及起見，

曾推展三日。現因前往種痘者仍踴躍異常，又決定

再展三日。」[39]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種痘服務不僅

在城區進行，還曾「分赴鄉村宣傳及種痘，一般農

民獲益良多」[40]，為天津的衛生事業做出了重要

貢獻。

開展眼睛衛生運動。由於很多社會各界人士沒

有養成衛生習慣，不注意眼睛衛生保護，導致眼疾

成為相當普遍的一種疾病。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十

分重視會員的眼睛健康，常為會員檢查眼疾，甚至

專門舉辦眼睛衛生運動周，喚起社會各界人士對

眼睛衛生的重視。1926年，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童子
部特請中西醫士為會員做眼睛衛生檢查。「據醫士

云：查出會員身體五官毛病最多者，莫過於沙痢

眼。」[41]由於社會各界人士對於眼睛衛生認識不

足，重視不夠，1927年4月，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曾專
門舉辦眼睛衛生運動周。於會所中懸掛各種關於

眼睛衛生之圖畫及文字，任人參觀，體育主任董

守義還向觀眾解釋圖畫的意義。每日上午請眼科

醫士為到會者查看眼睛，不取分文；晚上有《眼睛

衛生與眼疾之預防法》等演講，並放映關於眼睛

衛生的電影[42]，甚至還有相聲等娛樂形式助興，

以喚起社會各界人士對眼睛衛生的重視，並參與

眼睛衛生運動。果然，第一日晚上「到會聽講者約

千餘人」[43]，每日到會參觀及查看眼睛者，甚是踴

躍。1947年，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也曾開展過砂眼宣
傳周。

為了保證衛生運動的順利進行，天津基督教

青年會還舉行衛生教育大會。每逢此時，往往都有

數百名各界人士從四面八方趕來。1928年舉行的
衛生教育大會期間，「計此三日之經過，可謂日盛

一日。先後前往參觀者達兩千餘人。昨日下午雖有

風雨，而各界前往參觀者仍擁擠不堪。」[44]由此，

其衛生運動影響可見一斑。更難得的是，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不僅限於在會所主辦衛生運動，還時常

安排人員攜帶衛生掛圖、傳單若干，到鄉村進行宣

傳，講演普通常識，讓普通民眾也能受益。

除了專門的、定期的衛生運動，天津基督教青

年會還主辦過「齊家節運動周」、「家庭生活運動

周」，並將衛生教育作為重要內容。如在1928年11
月的「齊家節運動周」中，就安排有《遺傳與環境

對於兒童之關係》《家庭衛生》等專題演講[45]。在

1936年舉行的家庭生活運動周中，請了教育局長
凌勉之及專家多人分日擔任有關家庭教育等問題

的演講人，「並約請聾啞學校、培才小學及綠竹劇

團表演話劇、歌舞助興，更廣約津市各大公司商店

來會展覽有關家庭衛生及兒童健康之衣物、食品、

書籍、圖表等。」[46]

總而言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倡行現代衛生

不遺餘力，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一些創新，並取得一

定的效果，應該予以充分肯定。

三、結語

隨著海外基督教入華傳教的浪潮的出現而來

到中國的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

交織在一起。從全球化到在地化的歷史演進，也使

其自身發展及其所舉辦的各項活動與中國近代社

會發展變化形成強烈互動。

晚清至民國時期，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不斷融

入天津社會，通過舉行衛生演講、放映衛生電影、

主辦衛生展覽、分發衛生圖書、開展衛生運動等

豐富多彩的形式，傳播衛生知識，傳遞公共衛生觀

念、防疫觀念，喚起天津社會各界人士的衛生意

識。不僅如此，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積極參與政

府或其他社會團體主辦的衛生活動，與各方共同

推進天津衛生事業。天津多次出現疫病，防疫便是

城市衛生事業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為此，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除了每夏獨立組織衛生防疫大會，還大

力支持並參加政府或其他社會團體發起的衛生防

疫活動。例如，在1917年天津京畿地區特大洪災
中，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與天津員警廳、北京基督教

聯合會、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順直助賑局、天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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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局、北京員警廳、中國紅十字會、上海紅十字會、

中國青年會天中華聖公會、中國濟生會等團體共

同參與了救災、賑災工作，不僅與各方積極配合，

而且還在抗災中做好衛生教育工作。天津基督教

青年會多方面為難民提供救助，尤其注重難民的

救治和防疫工作。為難民建築了兩千間救助房屋，

十分謹慎地對待難民的衛生健康問題[47]，在《大

公報》發表聲明：「俟災民一入後，本會即負完全

管理及教育之責。現已派員赴各處演說，並中外醫

士十數人赴各災民住所療治疾病，並有各校學生

及本幹事分任調查災民一切實在之狀況，以便速

籌拯救之方」[48]。1932年，天津市政府為開展防疫
工作，舉辦防疫講演，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也積極回

應並予以配合，提供無線廣播電台，作為防疫講

演的重要管道。1946年4月，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還
與聯救總署中國救濟分署及天津市衛生局共同舉

辦防疫衛生電影會，「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晚，

分在廣西路、東馬路該會映演電影六場」[49]，共促

衛生防疫。由此觀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通過如此

多樣的形式，倡行現代衛生，為近代天津城市衛生

事業做出積極貢獻，得到官方和社會各界人士的

廣泛認同和充分肯定。

當然，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也十分清楚，只有與

著名報刊《大公報》合作，通過其相關報導、評論

以及自身的宣傳更有利於展現自我，呈現自身主導

或參與的衛生教育成果，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並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話語權。不可否認，天津基督教

青年會所舉行的衛生教育活動，其影響範圍和實

際效果都是有限的，遠遠無法滿足天津社會各界

人士的實際需要。但近代中國政局動盪，政府對社

會各界人士的衛生教育重視不夠，投入不足，惟有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這樣的社會團體積極投入，發

揮更大的作用，才有可能改變現狀。因此說，包括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這樣的社會團體，在不同程度

上潛移默化地改變著社會各界人士的衛生觀念及

生活習慣，繼而為衛生現代化做出努力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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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dern health activities 
initiated by Tianjin YMCA: Centered on “Ta 
Kung Pao”

Hou Jie, Wang Min(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 Jin)

Abstract：In modern China, the Tianjin YMCA 
has promoted modern health concepts to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popularized medical knowledge, and 
improved the sanitation status of Tianjin by holding 
health lectures, showing health movies, holding health 
exhibitions, distributing health books and materials, 
and launching various health campaigns. These efforts 
have affected and changed people’s health concepts 
and living habits to a certain extent. Not only that, 
the Tianjin YMCA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health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 or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giving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s and 
advantages as a Christian cross-sect group,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serving the society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and contributing to Tianjin’s urban health 
services.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 and even China’s urban health 
conditions, and has made eff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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