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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可能都会以为，现代国家福利

制度起源于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

济贫法》。这部法典将贫困人口分成两大

类，一类是“值得救济的穷人”，包括年老及

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失去依靠的儿童，教

区负有救济他们的责任，如给成年人提供

救济金、衣物和工作，将贫穷儿童送到指定

的人家寄养，待长到一定年龄时再送去当

学徒工；另一类是“不值得被救济的人”，包

括流浪汉、乞丐，他们将被关进监狱或送入

教养院，接受强制劳动。

一些学者表示，《伊丽莎白济贫法》的

颁行，意味着英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

会救助制度”。这么言之凿凿的人，肯定不

知道，也想象不到，比《伊丽莎白济贫法》更

完备、更富人道主义精神的福利救济制度，

实际上早在11-13世纪已经出现于宋代中

国。

不相信吗？请跟着 13世纪意大利的

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到杭州看看南宋遗

留下来的福利机构。

马可·波罗在到达杭州之前，听说宋朝

设有一种福利性的育婴机构：“诸州小民之

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

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

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无子

者，请求国王赐给孤儿，其数惟意所欲。诸

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赐之俾其存

活，由是每年所养男女有二万人。”

等到他来到杭州时，已经是元朝了，杭

州的育婴机构早已荒废多时。不过，他看

到了另一种叫作“养济院”的福利机构：“日

间若在街市见有残废穷苦不能工作之人，

送至养济院中收容。此种养济院甚多，旧

日国王所立，资产甚巨。其人疾愈以后，应

使之有事可作。”

马可·波罗的记述可靠吗？

我们不妨以宋朝人自己的记录为参

证。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宋朝行都于

杭，若军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

恩”——

（1）“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

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

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或民以病状投

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

（2）“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

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

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

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

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

（3）“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

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

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

米赡之”；

（4）“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

庵寄留槥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

中。仍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

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

《梦粱录》所载者，是宋政府针对贫困

人口而设立的四套福利系统：（1）施药局为

医药机构，代表医疗福利；（2）慈幼局为福

利孤儿院，代表儿童福利；（3）养济院为福

利养老院，代表养老福利；（4）漏泽园为福

利公墓，代表殡葬福利。

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南宋时的杭州参

观，走到戒子桥西，便可以看到施药局，旁

边则是慈幼局，马可·波罗听闻的福利育婴

机构，便是慈幼局。这些福利机构并非仅

仅设于都城杭州。北宋后期，朝廷已经要

求“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

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凡

户口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镇市，都必须设

立居养院（即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更

别说人口更集中的州县城市了。

南宋时，一些州县又创设了收养弃婴

与孤儿的慈幼局，宝祐四年（1256），宋理宗

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将慈幼机

构推广至各州县。宋理宗还说了一个心

愿：“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至少在京畿一

带，这位君主的理想已得以实现，因为一名

元朝文人说：“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

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

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

或无子女，许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

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

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

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

泽之周也。”

这一记录，也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所言

不虚。北宋时期虽然尚未出现专设的慈幼

局，不过已有针对孤儿、弃婴的救济，宋徽

宗曾诏令居养院同时收养孤儿：“孤贫小儿

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

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

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南宋初，宋高宗又下诏推行“胎养助产

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

之。”给钱的标准是：“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

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

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符

合救助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名婴儿可获政府

补助四贯“奶粉钱”。宋孝宗时又改为“每生

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

许多州县还设有地方性的“举子仓”，由地方

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

“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

如果说，胎养令、举子仓与慈幼局代表

了宋朝贫民“生有所育”的福利，养济院的

出现则反映了宋人“老有所养”的福利。养

济院是收养贫弱无依的老人的福利院，北

宋时称为“居养院”，创建于元符元年

（1098），这年宋哲宗下诏：“鳏寡孤独贫乏

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

者，仍给医药。”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赐

名“居养院”，南宋时则多以“养济院”命

名。按宋人习惯，“六十为老”，年满 60岁

的老人，若属鳏寡孤独、贫困，老无所依，居

养院即有义务收养。

宋徽宗时还一度将福利养老的年龄调

低到50岁：“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

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按

北宋后期居养院的救济标准，“应居养人，

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

正月加柴炭钱，五文省”。宋人还有“病有

所医”的福利——体现为福利药局与福利

医院的设置。熙宁变法期间，宋政府成立

了营利性的合卖药所，宋徽宗将它改造成

福利性的和剂局、惠民局，南宋相沿，行在

临安与地方州县均设有官药局。官药局类

似于现在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江

东提刑司拨官本百万，开设药局，“制急于

民用者，凡五十品，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

切脉给药以归”；建康府的惠民药局，“四铺

发药，应济军民，收本钱不取息”；临安府的

施药局，“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

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施药

局诊病配药，药价只收市场价的三分之二，

由户部发给补贴。

有时候，施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开放义

诊，并免费提供药物。除了官药局，宋代还

设有福利医院，即安济坊。安济坊配备有

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安

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

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

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

并实行病人隔离制，以防止传染：“宜以病

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

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此外，宋朝的一些

地方政府还设立了安乐庐，这是针对流动

人口的免费救治机构。如南宋时，建康府

人口流动频繁，常常有旅人“有病于道途，

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

于非命，极为可念”，政府便设立安乐庐，凡

“行旅在途”之人，发现身有疾病后均可向

安乐庐求医，“全活者不胜计”。

人生的起点是摇篮，人生的归宿是坟

墓，最后我们还要看看宋朝在“死有所葬”

方面的福利。

历朝官府都有设义冢助葬贫民、流民

的善政，但制度化的福利公墓建设要到北

宋后期才出现，宋徽宗要求各州县都要建

造福利公墓，取名“漏泽园”：“凡寺观旅榇

二十年无亲属、及死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

或遗骸暴露者，令州县命僧主之，择高原不

毛之土收葬，名漏泽园。”蔡京政府对漏泽

园的建设尤为得力。漏泽园有一套非常注

重逝者尊严的制度：“应葬者，人给地八尺、

方砖二口，以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若其子

孙、父母、兄弟、今葬字号、年月日，悉镌讫

砖上；立峰记，识如上法封。无棺柩者，官

给以葬，而子娉亲属识认，今乞改葬者，官

为开葬，验籍给付。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

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无故若放

牧，悉不得入。仍于中量置屋，以为祭奠之

所，听亲属享祭追荐。”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知道，漏泽园的坟

墓有统一规格，约八尺见方，以两块大方砖

铭刻逝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安葬日期，有

亲属信息的，也刻于砖上，作为标记。没有

棺木的逝者，政府给予棺木收殓；已在漏泽

园安葬者，如果有亲属愿意迁葬他处，政府

将给予方便；贫困家庭想将去世后的亲人

安葬于漏泽园的，政府也允许——当然，不

用收费。漏泽园设有房屋，以便逝者的亲

属来此祭祀。

总而言之，对于贫困人口，宋朝政府试

图给予“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关怀，提

供的基本福利涵盖了对“生老病死”的救

济。（本文摘选自《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

明》）

我于 2016 年 11月退休。几年来，

没有出门旅游，也没有写文章，只是静

坐家中读了一些书，每天花费四五个小

时吧。看了多少呢？2017 年，90 本；

2018 年，147 本；2019 年，167 本；2020
年，209本。4年共看了613本书。

为什么喜欢读书？一言以蔽之，因

为读书太少。

上世纪 70年代中期，我初中毕业，

在上海浦东一家工厂当工人。一次，我

写了一篇小文章，向邻居请教，他扫了

一眼，说，“唉，还是读书太少。”啊，读书

太少。虽然我有求知的欲望，但我无能

为力，父母亲没有文化，家里经济条件

较困难，也买不起书。而且，我是个失

学青年，茫茫书海，该读些什么书，怎么

个学习方法，茫然无知。

四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好了，

退休了，“夕阳无限好”，不用“案牍之劳

形”，读书时间也有了；想读什么书，不缺

“文山书海”，更可网上阅读，书已不成问

题啦；经过多年的风雨历练，虽未达到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的境地，但读书门道已略知一二。趁

目前身体尚健，就抓紧时间读点书吧，弥

补一下“少壮不努力”的遗憾。

想要读书，这事好办。读书的权利

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若要读书，谁能

阻拦？不必求爹爹告奶奶，也无需万贯

家财，只要甘于寂寞，沉下心来。

至于说读书的目的，并无奢望。自

古以来，中国农民不管有无收成，不管

收成多少，地总是要种的，地种了再

说。我也一样，无论如何，书总是要读

的，书读了再说，只愿不虚度年华，不碌

碌无为，仅此而已。

我读书主要涉及文史哲方面，重点

是中国文化名人的传记、文论和随笔，

尤其喜读文化名人的纪念文集。

一位文化名人去世了，他的同事、

朋友、学生、亲属撰写了悼念文章，汇集

成册。这种书较全面地反映了此人的

生活经历、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学术成

就。他们都是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有

过重要理论建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士。斯人已逝，不可能再聆听他们的高

论和教诲，阅读此类书籍，就好像与之

亲切对话，不啻为一种美好的享受。可

以从他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中得到

启迪、受到鼓舞；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

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人生的经验，得

到美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

不是什么人去世后，都能出版纪念

文集的。这种书并不是畅销书，一般印

量不大，得之不易。近几年，我陆续购

得了鲁迅、茅盾、老舍、曹禺、周扬、夏

衍、阳翰笙、艾思奇、冯定、翦伯赞、吴

晗、黎澍、费孝通、王瑶、张志公、朱德

熙、冯雪峰、邵荃麟、陈荒煤、冯牧、何其

芳、臧克家、姚雪垠、梁斌、柳青、孙犁、

陆文夫、刘绍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纪

念文集，有八九十本，成为收藏的一大

特色。

对此“情有独钟”，并非无缘无故。

我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在学习和工

作中曾有不少困惑。2013 年至 2016
年，我曾应邀就办报、写作、治学等题

目，去全国 14个省市的一些党校，讲课

30多次。真可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

后知困”。读书稍多之后，就开始反

思。我以前的认识，不过停留在工作经

验和体会的层面，不系统，也不深刻。

而今读到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倍感亲

切，十分解渴，真是“相见恨晚”。

书从哪里来？我不喜欢去图书馆借

书。原因一是借书还书，总是有点麻烦，

而且借书有归还的期限，阅读时就不会

那么从容了；二是我看书喜欢勾勾画画，

借来的书，动不得碰不得，觉得不方便；

三是，真正有价值的书，需要经常翻阅，

温故而知新，唯有书在手，心中才踏实。

我也不去新华书店买书。我喜欢

看老一辈文化名人的书籍，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出版了一大批。现在作者大都

已去世，不会再出什么新书了，要有也

是重版书。但是，旧书店有他们的书，

碰巧还能觅到一些。新书较贵，据说一

本平均 60元，对于退休老人，价格当然

也是考虑的因素。

我买书一般去北京的旧书店（即中

国书店）、潘家园旧书摊以及每年举办的

北京书市。我在网上查阅得知，灯市口、

地安门、新街口、琉璃厂、中关村等处设

有中国书店，每个书店、书摊一年光顾

6-7次，可购书二百多本，平均每本十元

钱，一年也就两千多元，应该说，经济上

是能够承受的。这个购书量，略高于我

的读书量，基本做到了“供需平衡”。

书看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去买，书

买来了，就得抓紧时间阅读，从而形成

良性循环，可见经常买书可以促进读

书。胡适说，“还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

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

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

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青年人要读

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

读书，好买书的习惯。”此论不失为经验

之谈。

写到这里，我想起杜国庠的一段

话，他说，“一只蚂蚁在苹果上跑来跑

去，它对苹果发生不了兴趣；如果它咬

破了苹果的一点皮，就能够尝到甜头

了，就能够感受到新鲜的东西”。对于

读书，我不过是那只咬苹果的蚂蚁，刚

刚破了一点皮，感觉味道很不错，至于

甜到什么程度，恕我现在还说不上来。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在本书

中，他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考察了25项

极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当时在

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5个领域出现的

种种近代化的端倪。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

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

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

一面。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

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

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好书速递

“我与书”栏目欢迎爱读书的你踊跃赐稿，和我们一起聊聊

你与书的不解之缘、你在读书中遇到的趣事、你读书时的感悟

和思考……

投稿邮箱：35869281@qq.com

备注：1.文字作品请统一用word文档格式投稿。2.作者的

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请备注在文末。3.所有来稿，均要求

原创，如有侵权，文责自负。

小 编 有 约小 编 有 约

我与书

姜凯阳不仅是一

位剧作导演、画家，更

是一名作家、编剧，是

中国不可多得的全能

型导演。从《火车向前

开》这部长达30万字的

长篇小说可以看出，姜

导扎实的文字功底和

高 超 的 故 事 架 构 能

力。这部小说，故事背

景是二十世纪八九十

年代，通过东北小城几

个家庭几位少年的不同成长轨迹，作者向读者

清晰地勾勒出了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社会的

急剧变迁和人间悲观，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之

余，作品带给人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和生

活的感悟、反思与关照。

《火车向前开》
姜凯阳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时间拨回至 1972

年 5 月。依水而生的

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

终于停歇，麦子发酵味

道笼盖村庄，暗潮涌动

于日常。码头边，十四

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

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

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

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

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

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码头边左顾右

盼，在庄舍与镇上间游走返还，在交织缠绕的

队史、家族史间出入流连。他于奔跑中成长，

于成长中回望，回望里，记忆发酵，生长。历史

老树的黄叶，一片片落入《民谣》的故事和人

物，飘扬、旋转、飞翔。

《民谣》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宋潮：变革中的
大宋文明》
作者：吴钩
出版：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在宋代生了孩子，国家有什么福利吗？
□吴钩

我的读书生活 □陈国裕

《村医图》 李唐（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