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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京市文物局举办“沿

历史长河 扬远航之帆 在首都文博事业新发展中

点亮青春——青年干部主题座谈会”。党组书记、

局长陈名杰，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翠杰及机关

党委、组织宣传处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

谈会由团委书记肖鹏主持，全体团委委员、局系

统青年干部代表参加。

座谈开始前，全体人员集体重温了习近平总

书记 3 月 15 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的回信，深切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

青年的关怀勉励和殷殷嘱托。

座谈发言中，来自局机关、局属单位 21 名

青年干部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

要思想，结合自身实际谈成长体会和个人感悟；围绕

继承弘扬“五四精神”，谈如何立足本职岗位，在首都

文博事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并对局青年工作提出建议。

有的青年干部结合自己共青团工作经历，谈到激

情是青年人最宝贵的财富，激励是保持激情的养分，

责任感是自我激励的良方，作为新时代文博青年，要

做有心青年，能吃苦、多吃苦，努力提升自身“生产”

能力，为新时代首都文博事业贡献青春力量；有的青

年干部分享了在老干部工作和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游行活动中获得的感悟和洗礼，表

示要以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为契机，以“功成不

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和担当，做好本职工作，

为文博事业和博物馆发展添砖加瓦；有的青年干部结

合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的生动案例，表示要珍惜每次

机会，茁壮成长，在新时代首都文博事业发展中，以

令人满意、令自己骄傲的答卷，不负青葱岁月，不负

韶华时光；有的青年干部表示，作为责任鉴定员，深

深感受到身上“守卫文物国门”的重要使命，必须坚

定理想信念，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从严要求、从严把关，

防止珍贵文物流失，保障国家文物安全；有的青年干

部讲考古就是用手铲一点一点拂去历史的尘埃，寻找

逝去的足迹，重写记忆的辉煌，作为考古人将继续用

青春和汗水弘扬“五四精神”，阐述好首都历史文化遗

产“金名片”的故事；有的青年干部分享了自己下沉

社区参加疫情防控思想认识上的深刻转变，表示作为

一名古代建筑保护工作者，要汲取“五四精神”内涵，

开拓新思维，创造新思路，利用新技术，做好文物保

护工作。

大家在交流中，纷纷对青年工作建言献策，希望

市文物局能够一如既往广泛倾听青年声音，在思想上

多引导、学习上多帮助；继续做好文博青年

教育和培训，搭建更多平台，组织更多文化

活动，增进青年人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大胆

使用青年，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发言的青年

干部，有人事干部、也有党务工作者，有博

物馆藏品管理人员、也有宣教工作者，有机

关青年代表、也有曾到机关处室锻炼的局属

单位干部。他们将自己的感悟体会、将身边

青年同志的心声带到座谈会，共话“五四精

神”，畅谈青春理想。整个座谈气氛热烈、激

情荡漾，充满青春的蓬勃朝气，展现出文博

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听取青年干部代表发言后，出席座谈

会的领导也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在场青年干

部进行了交流，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人生

感悟。

组织宣传处（人事处、对外联络处）处长

王昕深情回忆了 30 年前自己作为团委委员时

的难忘岁月和首都文博工作“十三五”时期的

发展历程，希望青年干部将老一代文博工作者

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在新时代发挥青春正能量，

表示组织部门作为干部之家，会更多关心关爱

年轻干部，欢迎提出宝贵建议。

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组办公室主任王

晨与在座青年分享了两点体会：一是要坚定理

想信念。党中央对青年的希望，就是青年奋斗

的方向。二是作为文博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

要把党的理论中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真正精准理解，

要用文博人的视角和情怀讲好中国故事。青年干部要

把个人发展融入到文博事业发展的洪流中。希望团员

青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翠杰表示参加座谈的青年

干部很具有代表性，反映出了青年队伍的状态和心声，

感到市文物局未来很有希望。希望局团委班子继续精

诚合作，发扬以往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共青团工作

发展。对于大家提出的建议，都非常重视，将牵头相

关部门研究落实。王翠杰指出，年轻干部成长既靠个

人努力，也靠组织培养，两者缺一不可，内因起到关

键作用。希望年轻干部要做有心人，在工作中加强学

习思考、提炼总结，做到手勤脚勤脑更勤。

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作总结讲话。陈名杰指出，

今天的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的发言都经过了认

真准备，讲感想比较深入，讲认识有规律性认识，讲

建议很有建设性，看到大家朝气蓬勃，感到非常高兴。

陈名杰同志与在座青年分享了三点认识：

一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一要珍惜我们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文

物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就文物工作发表重要讲话，特

别是视察北京反复讲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

名片是首都的职责，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历史文化

遗产。“十三五”以来，北京市文物局已进入到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主战场，时代给文博人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二要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习近

平总书记讲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要善于把实际工作上

升到规律性认识，提高理论水平。三要做到知行合一。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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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总结讲话

金初，女真人在灭辽攻宋的战争

中打破了辽宋对峙的南北界限，宋朝

境内的佛教禅宗各门派开始进入幽燕

地区弘法传教。佛教所宣扬的善恶因

果深得金统治者的认可，女真人从信

仰原始的萨满教转向信仰佛教，佛教

在女真人中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有

一部分女真人进入寺院为尼为僧。

一、燕京城的大延圣寺

现代学者在研究云门宗时，经常

提及北京西城区南横街西口的圣安寺。

《北京市志稿》记载：“圣安寺在南横

街西口外，寺为金刹旧址。金天会中，

帝后出金钱为佛觉大师、晦堂大师营

缮。皇统初，赐名大延圣寺。大定三年，

命晦堂主其事，内府出重帑以赐。六

年，新堂成，崇五仞，广十筵。八月朔，

作大佛于寺。以落成之七年二月，诏

改寺额为‘大圣安’。向有金世宗、章

宗及李宸妃像。又元中统初，迁祖宗

神主于寺。明正统中，易名普济。清

乾隆四十一年重修，寺门额曰敕重建

古刹圣安寺。”大定三年（1163），金世宗任命晦堂禅

师住持大延圣寺，并出内府资财重新修建寺院。大定

六年（1166），新建的佛殿落成，八月初一，将新塑

的大佛安置于殿内。大定七年（1167），下诏改大延

圣寺名为“大圣安寺”。延圣寺被赐名的时间，史料

只泛说是皇统元年，没有详细记载，笔者结合一些分

散的史料进行分析，希望对此问题的探讨有所帮助。

众所周知，金熙宗对汉文化十分倾心，对佛教也达到

了狂热崇拜的程度。熙宗在天眷三年（1140）从上京

到燕京巡幸，皇统元年（1141）九月才回到上京，在

燕京逗留约一年之久。据此分析，延圣寺被赐名的时

间应是在皇统元年，熙宗在燕京时，到延圣寺参拜旃

檀佛像时结识了海慧禅师，为他驻锡的寺院赐了名称。

皇统元年，海慧禅师应熙宗之邀，在这一年九月随同

其到达了上京。

金初，海慧禅师来到燕京，遍历燕京各地寺院，

最后驻锡于燕京城内的

延圣寺。天会年间，帝

后出资将海慧禅师驻锡

的寺院营缮一新，作为

海慧禅师、晦堂大师的

驻锡寺院。天会初年，

金人仍然在开疆拓土，

巩固攻占的辽、宋地区，

无暇也无更多的财力大

规模建造新的寺院，统

治地区的寺院大多仍是

辽代寺院。史料对于延

圣寺在皇统初年赐名前的寺名没有记载，《北平市志

稿》卷三记载：“明圣安寺二碑，佚。《析津日记》：

圣安寺，金元旧碑无一存者。”明正统年间，太监重

修圣安寺，并改寺名为普济寺，将寺内金元时期的碑

刻全部毁弃。碑刻的缺失，使我们无法解读金代延圣

寺的历史。洪皓《松漠纪闻》记载：“燕京兰若相望，

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建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

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这四所不同禅宗的寺院，

是金人为北上入金的宋僧而设立的。前三所有史料可

查，据《元一统志》记载，太平寺在燕京开阳门外、

招提寺在燕京甘泉坊、竹林寺在燕京城左街显忠坊，

唯独没有记载瑞像寺。元代程矩夫《雪楼集·旃檀佛

像记》记载，天会九年（1131），北宋汴梁的旃檀佛

像“北至燕京，居今圣安寺十二年”。据此可知，旃

檀佛像在天会九年至皇统四年（1144）曾经在延圣寺

供奉达十二年，由此似可推断“瑞像”是指“旃檀佛像”，

瑞像寺就是供奉旃檀佛像的寺院，是延圣寺未赐名前

的寺名。圣安寺未毁之

前，寺内有瑞像殿和亭，

瑞像亭内有两座明代万

历年间的绘像石刻，一

座前刻旃檀佛像，后刻

达摩像；另一座前刻童

子拜观音像，后刻关帝

像，这两座绘像碑现在

法源寺收藏。瑞像殿前

有明成化二十年、万历

十八年所立石碑，民国

时期，这两座石碑已经下落不明。

金天会中，帝后出金钱为佛觉、晦堂两位大师营

缮寺院的时间，史料也没有详细记载。“天会”是金

太宗、熙宗所用年号，使用了 15 年（1123—1138），“天

会中”的具体时间，应为天会七年至八年。笔者认为，

天会年间，帝后出资营缮延圣寺的目的，是为了迎请

旃檀佛像，帝后出资营缮延圣寺的时间，应在迎请佛

像之前的天会七年至八年。

二、昌平区银山宝岩寺

金元时期，禅宗的五家七宗门派中的临济宗、曹

洞宗和云门宗在北京地区影响较大。这三个禅宗门派，

形成了城内主寺+城外下院道场的格局，下院设在中

都城外风景秀丽的山区，作为僧人隐修和圆寂后的安

葬之所。金中都城内的大万寿寺是曹洞宗的主寺，下

院是仰山栖隐寺，曹洞宗的希辩禅师圆寂后便葬于仰

山栖隐寺。临济宗以中都城的竹林寺为主寺，潭柘寺

为下院，临济宗的高僧广慧通理禅师，圆寂后建舍利

塔于潭柘寺。云门宗以延圣寺为主寺，昌平宝岩寺为

其下院，海慧禅师和晦

堂禅师等圆寂后在这里

建造了舍利塔。

金代北京地区的云

门宗颇具规模，以延圣

寺为中心，怀柔区的红

螺寺（大明寺）、昌平

区银山宝岩寺、九圣禅

院（崇寿禅寺）等都是

云门宗的禅寺。昌平区

兴寿镇西湖村银山脚下

的宝岩寺，从唐代开始

就是寺院云集之处，辽金时期有大小寺院庵堂 72 所。

宝岩寺在明宣德四年（1429）由太监吴亮出资重建，

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赐名为“法华禅寺”。明成

化二十年（1484）、清康熙十三年（1674）重修，民

国时期毁于战火。法华寺殿堂遗址上有 5 座金代的密

檐式舍利砖塔，布局呈“梅花”状。居中的是海慧祐

国佛觉大禅师塔，高约 22.8 米；其左前方为晦堂祐

国佛觉大禅师俊公塔，高约 22 米；右前方为懿行大

禅师塔，高 21.5 米；这三座塔均为八角十三层密檐

式砖塔。其左后方为虚静禅师实公灵塔，高 14 米；

右后方为圆通大禅师善公灵塔，高 14.7 米，这两座

塔均为六角七层密檐式砖塔。

金代银山这所舍利塔寺院是否曾经名为“大延圣

寺”，麻兆庆《昌平外志》中记载的一通元碑给出了

答案。这通碑刻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碑在兴

寿镇兴寿村的崇寿禅寺，名为《银山宝岩禅寺上下院

修殿堂记》。碑文记载：“大圣安西岩宗师和公，遣侍

者致辞于余，曰：云

门之宗，因佛觉而盛。

方其道之行也，四方

名刹，丐师主焉者相

踵，师或诺或拒，皆

有道在焉。京之北，

有山曰银山，寺曰宝

岩，实亡辽寿昌间满

公禅师之开创，通理、

通圆、寂照三师继席

之道场也。金天会

初，佛觉徇缘始居之，故历代相仍。有元甲辰间，又

得兴寿村众耆宿，服佛觉之道之重（阙）辞。以九圣

院附宝岩，为之上下，主法者得兼领之。”从碑文得知，

银山这所寺院名为“宝岩寺”，始建于辽道宗寿昌年间，

辽末，临济宗通理、通圆、寂照三位禅师曾经到银山

宝岩寺传道修法。

佛觉祐国海慧禅师（？—1145），金熙宗时期的

延圣寺住持，云门宗禅僧。据《大明高僧传》记载，

海慧在金初“携锡燕都遍历禅寺，随缘演化，七众云屯。

于是声播寰宇，道布宸宫。金皇统三年六月，英悼太

子创造大储庆寺于上京宫侧。告成极世精巧，幻若天

宫。慕师道价，降旨请为开山第一代。说法赐牒，普

度境内童行有籍于官者百万为僧尼。次年，诏迎旃檀

瑞像供养于寺之积庆阁。皇统五年，海慧入寂，火浴

获舍利五色无算，光明彻于空表，异香弥旬。金主偕后、

太子、亲王、百官设供五日，奉分五处建塔，谥曰佛

觉祐国大师”。皇统三年（1143），熙宗由于皇子的诞生，

大赦天下，度僧尼三十万，在金上京修建了大储庆寺，

邀请海慧禅师为储庆寺开山第一代住持。第二年，又

从燕京大延圣寺将旃檀佛像请至上京储庆寺积庆阁中

供奉。海慧禅师于皇统五年（1145）在上京储庆寺圆

寂，在他曾经驻锡的五所寺院分建舍利塔，昌平区银

山塔林佛觉塔为其一，这座塔也是海慧五座舍利塔中

仅存的一座。海慧禅师曾在银山宝岩寺住持，云门宗

的几位高僧又先后来此地弘法，圆寂之后又在此建舍

利塔。金代银山地僻幽静，有七十二庵堂，吸引了数

百男女信众在此修行，宝岩寺作为延圣寺的下院道场，

已经被僧众视为延圣寺的一部分了。

元代中期以后，云门宗发展式微，银山道场也随

之被历史淡忘。明初，太监吴亮重修宝岩寺，将辽金

时期的寺院格局进行了较大改动，并添加了新的建筑。

宝岩寺作为延圣寺下院，在云门宗中的地位之高显而

易见，但令人不解的是，宝岩寺没有留下任何金元碑

刻。与之类似，南横街西口的延圣寺也没有留下金元

碑刻。延圣寺在明代正统年间重修时，太监为了突出

自己重修的功德，将金元碑刻有意毁弃，不知宝岩寺

在明代重修之时，修建者是否也存在着这一动机。

                                                            （高建军）

金
代
大
延
圣
寺
与
云
门
宗

西城区南横街西口的圣安寺山门

昌平区银山塔林



第二版 第三版

2020年第2期 2020年第2期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

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

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

刊物。每年发行六期，

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

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

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

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

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

建调查新发现，考古工

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

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

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

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

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

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

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

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

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

宜，图文并茂,并注明

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 投 稿 邮 箱 为 ：

bjwwb2005@126.com

特 别 说 明 ：2016

年 2 月，《北京文物》

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

订阅号“北京文物报”。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

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

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

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

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

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

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东辛房关帝庙位于北京市门头沟

区龙泉镇西部，由于年久失修，建筑

主体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破损，为保护

历史文化资源，2019 年 8 月正式启

动对东辛房关帝庙的修缮工程。在施

工过程中先后发现了民国石碑、清代

壁画等文物遗存。2019 年 10 月 12 日

东辛房关帝庙修缮工程进行正殿正脊

拆拢环节，根据经验，极有可能发现

文物。为确保文

物安全，参建各

方负责人对现场

施工进行监督指

导。在接取过程

中发现十枚用布

包裹的铜币，总

重 104 克。经过

清理，铜币铸造

规整，纹饰精美，其年代包括清代光

绪六枚、宣统一枚及民国三枚，具有

典型的时代特征。

铜币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清末至民国所铸各种新

式铜币的通称。铜币上所印英文字样，

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

条件下的产物。最初铸造铜币还是

1900 年广东首先创制的。当时是在英

国占领的香港的影响下，引进英国的

机器和技术制造铜币，改变了中国古

老而落后的以范模铸钱的传统方法，

采用了西方先进的冲压模生产工艺。

铜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金属货币铸造工艺从传统的

手工铸造进入到机器化生产。代表近代中国的货币

文化，反映了我国近代历史、经济金融的兴衰和沧桑。

从铜币的外形图案划分可将这一时期的铜币分

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以“龙”的图案为主的清末

铜币，包括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东辛房关帝庙发

现的印有“光绪元宝”字样的铜币共三枚。正面外

区均有满文及“户部”二字，背面均刻有龙纹。清

朝“同治”以前，所铸钱币以“通宝”称之，光绪

年间，外国列强入侵，内忧外患，时任两广总督张

之洞奏请朝廷，率先在广东省试铸“光绪元宝”，试

铸成功后推广至各省，纷纷铸造各自的钱币，成为

中国钱币史上的货币混乱时期。这类铜币始于光绪

二十六年（1900），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止铸

造。据陈炳华《中国近代史上短命的铜元》载：“‘光

绪元宝’铜元。光绪廿六年广东仿香港铜仙初造‘光

绪铜元’。背面中央是龙纹，周围是英文‘广东’、‘一

仙’。次年，清政府下令沿海沿江各省铸造铜元，先

后有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河南、清江、江南、山东、吉林、新省、北洋、奉天、

四川等十八省

二十局，大造

铜元，大小基

本相同，但钱

面和钱背的文

字排列、图案、

花 纹 都 不 相

同。‘光绪元

宝’以十文居

多，少数二十文，极少是五文、二文、一文。各种

‘光绪元宝’铜元背面蟠龙的形态以及云点、星点千

变万化，品种繁多。” 这一时期各地造币均有“光绪

元宝”字样。总厂造币在正面左右分列“户部”二字，

表示由中央户部铸造，即京师的户部宝泉局和工部

宝源局。据《北京通史》载：“京师有户部宝泉局和

工部宝源局，负责铸造制钱。宝泉局在东四牌楼街

北，为公署。”

除中央户部外，

各地均在正面

上缘或左右分

列省名及地名，

以示区别。

东辛房关

帝庙发现的铜

币中刻有“大

清铜币”字样

的共四枚。其中印有“光绪年造”的“大清铜币”

三枚，“宣统年造”的“大清铜币”一枚。背面均刻

有龙纹，其背面仅有干支纪年，而无地名或“户部”

字样。这类铜币铸造始于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

年（1911）停止铸造。1905 年 10 月，清政府在天津

设立的户部造币总厂开始铸造新式铜元“大清铜币”， 

至此“光绪元宝”改为“大清铜币”，并颁布《整顿

圜法章程十条》。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全国的货

币更加统一规范。大清铜币虽然有多个省份铸造，但

上令通达、执法严格，因此，此种钱币版式不是特

别多。其铜币图案为正面中央“大清铜币”四个汉

字，四字中间印一凹或凸的小字，代表省局名，计

有“粤”“闽”“浙”“赣”“皖”“湘”“鄂”“汴”“川”“川

滇”“直”“苏”“云”“奉”“宁”“淮”“吉”“东”“滇”，

另加中央“户部”，共二十局。“大清铜币”四个汉

字的上端或两旁有满文省局名，两侧注年份（如“丙

午”年）和“户部”二汉字，下端汉字“当制钱二十文”

或“当十”；背面中央仍为蟠龙，上端汉字“光绪年造”，

下端英文“大清帝国铜币”字样。

第二大类是以双旗交叉为主的民国铜币。东辛

房关帝庙发现的民国双旗币共三枚，正面均为双旗

图案，背面均为稻穗图案。民国成立后，铜元仍继

续大量流通使用。民国发行的铜币与清代最大的区

别是龙纹被换成了由稻穗组成的嘉禾纹。各省铸造

的铜币大多为两面叉的国旗图案，并有“开国纪念币”

或“中华民国铜币”字样。其种类有“开国纪念币”、

“共和纪念币”及铸有省名的民国铜币等。这一时期

新式铜币与清末旧式铜元混合流通，使铜元的混乱

程度进一步恶化。

从铜币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晚清强调皇

权至上，中国古代封建帝王自诩为“天子”“龙”的

化身，所以“光绪元宝”“大清铜币”上的“龙”是

封建的象征。到了民国时

期则以民主改革为首要任

务，体现了社会制度的深

刻变化。

这十枚铜币，长期

以来因藏于正殿顶部，得

以完好保存。其中年代最

晚的为民国时期，属于当

时流通货币。而东辛房关

帝庙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修缮也是在民国时期。据原存于庙内的民国十九年

（1930）立《阖村民众重修十方院碑记》记载（碑今

已无存），当时修缮建筑包括“前后大殿、东西厢房、

北殿左右两耳群墙影壁暨村中门洞，村外七圣神祠”，

这十枚铜币极有可能当时被安放在大殿正脊中作为

镇物，从而完成“合龙”，标志着修缮工程的完工。

                                                          （马    垒） 

隆福医院地处北京皇城风貌控制区，医院占地

范围原为民国时期基督教救世军军官练习所所在地，

它也是北京地区仅存的三处救世军建筑之一。

一、救世军概况

救世军是英国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以街头布道、

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而著称。救世军创办于 1865 年，

创始人为英国传教士卜威廉。1878 年 5 月，救世军

模仿军队的建制，卜威廉任总司令。传道人称军官，

教徒称军兵，军官穿着统一的制服，还有军旗、军

徽和军乐队等。1882

年，救世军与英国圣

公会进行谈判，最终

使这一宗教团体成为

英国国教的一个派。

1881—1885 年

期间，共有 25 万人

皈依救世军。此后救

世军向欧、美、澳大

利亚及英、法等国的

殖民地迅速传播。救世军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称为“救

世军万国总部”。各国的救世军分别在本国首都设立

司令部，成员分为军官（有将、校、尉等不同军阶）

和军兵。军官要经过“军官训练学校”培养，学制分

为两年和五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救世军信徒已超过 500 万。

据《1974 年不列颠年鉴》和《1974—1975 政治家年

鉴》统计，全世界已有 77 个国家成立了救世军，其

中以美国的力量最为雄厚。美国的救世军分纽约、芝

加哥、亚特兰大和旧金山四个军区（一般一个国家只

有一个军区），总部设在纽约，共有军团 1100 个、军

官 5000 个、军兵 327000 名。时至今日，救世军在全

球 109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 15241 个，雇员超

过 10 万人，参与人数达 200 万以上。

北京是救世军在中国最早的传入地，也是向外省

市传播的大本营。救世军在北京开展露天布道活动，

发展信徒，并建设教堂。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

救世军向东北、华南地区传教。与此同时，救世军进

行了大量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工作，如开办粥厂、暖

厂、医院、学校等，取得

了一定的社会成效。

二、救世军在华概况

晚清时期，救世军已开始向中国传播，但范围

很小，没有形成规模。1880 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

马茂兰和夫人（有英国救世军背景）进入烟台，后来

马氏夫妇脱离英国内地会，在烟台开始了近似英国救

世军的传教活动。1895 年，罗开泰等人就在广州源

昌、双门底一带传播救世军教义。1905 年，在刘静庵、

曹亚伯创办日知会期间，牧师胡兰亭曾组织救世军，

趁机宣传革命思想。

1909 年，救世军最高领袖卜威廉访日后首次来

华，先后到北京、天津考察。

随后派遣何富德中将到山东

烟台，与当地人士商讨救世

军来华组建相关事宜。此后

救世军总部又派杜斯准将到

东北、河北、山东、山西等

地考察了 3个月。

至 1916 年，救世军才

正式传入中国。早期的传教

工作主要集中于华北地区，

陆续开辟了以下传教站：北京（1916）、烟台（1916）、

天津（1917）、定县（1917）、保定（1918）、济南（1918）、

大同（1918）、绥远丰镇 (1918)、

太原 (1922)、石家庄 (1932)、

青岛（1934），总部就是设在

北京王府井的中央堂。1918

年，还建成了一座军官练习所，

以培养救世军后备军官（即牧

师）队伍。1932 年，在定县

开设了一所教会医院，在当地

影响颇大。抗战期间，救世军

还曾在王府井开办过临时伤兵

医院，救护喜峰口战役中负伤

的抗日将士。1956 年，中国大陆地区的救世军并入

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港、澳、台地区的救世军组织则

延续至今。

三、救世军军官练习所

救世军军官练习所相当于培养基督教传教士的

神学院，1918 年 3 月 29 日成立于西单二条，后相继

迁入东四四条、小取灯胡同。1931 年新建的军官练

习所在马市大街 37 号（今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18 号隆

福医院地界）落成，落成典礼上北平市市长周大文应

邀参加，并有题词及演讲。练习所在占地 6000 多平

方米的范围内，建有约 20 栋各式屋顶（攒尖、硬山、

歇山等）的中式楼房。

目前该址属隆福医院范围，现存两栋救世军原有

建筑。一栋是医院北楼，一栋是医院东侧的行政办公

楼，均为 1931 年建的中式仿古建筑。行政办公楼平

面呈矩形，砖混结构，平顶，地上 3层，原有雨水管

保存完好。建筑南北向辟 10 窗，东西向辟 3 窗，平

券过梁。最西侧一间为主入口做重点装饰，西立面二、

三层以壁柱贯通，柱头上承仿古斗拱，拱眼壁以包袱

彩画装饰，檐口做出中式椽头，屋顶仿 顶效果。北

楼为一排面阔 14 间、东侧带转角的二层后罩楼，砖

木结构，过垄脊灰筒瓦，前出廊，山面铃铛排山，方

砖博缝，平券门窗，是一组优秀的近代仿古建筑。

救世军是近代基督教各宗派中较为特殊的一个，

从组织构成、传播方式、到社会活动、建筑风格等

方面独具特色。其非常注重针对社会下层群众开展工

作，在社区服务、慈善救济等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

其教务人员没有私人财产，经常深入社会底层及贫困

地区，统一着装行进，挥舞旗帜，演奏军乐，露天布道，

很是引人注目。他们设立培德院（收养男童）、培贞

院（收养女童），使无家可归

的孤儿幼有所养；开设粥厂、

暖厂、临时医院、难民收容所、

廉价商店、贫民住宅，为下

层民众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

保障。

1949 年以后，外国宗教

势力退出中国，救世军军官

练习所旧址划归隆福医院使

用，现仅存北楼与东楼（即

隆福医院行政办公楼），与东

城区文物普查项目救世军中央堂（王府井大街 26 号）、

救世军东北队旧址（细管胡同 5号）同出一脉，应同

等保护。虽然在 2011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未被

列入新发现项目，但经本人考证后，已得到东城区文

委的认可，确认为有价值的历史建筑。

                                               （刘文丰  刘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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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双旗币正面的双旗图案（左）和背面的嘉禾纹饰（右）

光绪元宝正面的文字（左）和背面的蟠龙纹饰（右）

（上接第一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要全面系

统学、及时跟进学、结合实际学，才能提高理论水平，

实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切实担负起重任。

二是用更高标准修炼自我。“取法乎上，仅得其

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青年干部对自我要求一

定要严，要努力做到 “一、二、三、

四、五”。“一”是指一心一意修

炼自己；“二”是指两个情，即吃

透上情、摸清下情；“三”是指三

个力，即洞察力、谋划力、执行力；

“四”是指四个深，即深沉的家国

情怀、深厚的文化积淀、深远的

战略谋划、深刻的人生感悟；“五”

是指五个人，即高人指点、贵人

提携、贤人相助、“小人”监督、

个人努力。

三是用满腔热情扎实做好

青年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才能确

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局党组、机关党

委、组织宣传处和团委，要以满

腔热情来做好青年工作。首先是教育，要多提醒大家，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思想教育经常搞。第二是培训，

包括党性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培训，也包括加强工

作方法培训。第三是平台，给大家搭建交流的平台，

形成机制化。第四是使用，局党组旗帜鲜明给年轻

干部成长提供机会。

陈名杰强调，各位青年要按照好干部标准要求

自己，通过个人努力、组织培养，相信个人会成长

得更好，单位事业和文博事业也会更好！

座谈结束后，与会青年干部纷纷表示，能够参

加团委举办的这次座谈活动，和青年同志交流心得，

聆听局领导谆谆教诲和亲切指导，收获很大，感触

很深。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成为首都文博

战线的一员，投身首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今后工作和

生活中，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格，

提升素质能力，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让青春在首都文博事业新发展中绽放绚丽之花 !

                                                （市文物局团委）

抗战时期，古都北京可谓生灵涂炭，

百姓苦不堪言。府学胡同，这条有几百

年历史的胡同也不能幸免。一位自小就

在府学胡同居住、后在府学胡同小学任

教的赵阿姨，曾给笔者讲述那一时期府

学胡同的情况。现将老人介绍的一些情

景记述如下，立此存照。

1937 年日本人攻入北京后，现在的

府学胡同 36 号大院被日本人强占，周

围几户住家包括赵阿姨家许多房子也被

强占，许多人家被赶走（表面上是买房）。

大院当时还未打开现 36 号的大门，现

32 号是主要进出的大门。大院中住有日

本军官和家属，院中的一些大房子被隔

成了小间，安上了日式推拉门，一进去

就是榻榻米。大院中应是住进了一个日

本高级军官。几乎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

一位穿和服、提着公文包的日本女人恭送这位高官从

院中出来，一直送到胡同西口，把公文包交给这位高

官，目送他上汽车离去。胡同西口还设有拦截行人的

木栅栏。而在南北街巷对面、把东棉花胡同东口的北

侧大院中（现航天部研究院大楼所在地），住着汉奸

王克敏一家，他的女儿有时抱着狮子狗在门口显摆。

那时，随日本进驻府学胡同一带的还有一些韩

国人，他们一方面帮助日本人做事，一方面在北面的

小胡同中开设大烟馆，坑害中国人。一年四季尤其是

冬天时，常有人死在胡同马路上。府学小学当时也成

了以日本孩子为主的学校，还派驻了日本老师，二年

级开始就要学习日文。院里还建了一个二层木楼，所

有教师都不得靠近，经常有一些神秘人物进出。该学

校还不时与现在北京市五中等学校开展中日亲善联

欢活动，送给其他学校的中国学生一些日本学生用短

了、用小了的铅笔头、橡皮头。那时的中国人，即使

小学老师吃白米饭都是犯法的，只发给中国雇员一些

发霉的小米。胡同西口的妇产医院也被日本把持了。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大院内的日本人整日里喝

酒、大哭大闹，有的跑到城外自杀了，有的从大院内

的大仓库中偷东西隔墙往外扔，许多都扔到旁边的院

中，晚上偷跑出来捡起后卖钱。在他们离开的最后一

天，又是大吃大喝、掀桌子大哭大闹，把他们养的大

狼狗也用毒药毒死了。他们把一些衣服卖给街上“打

鼓的”了。日本兵还把赵阿姨连吓带骗地带到院中，

让赵阿姨给他们写他们的中文名字，在衣服上写一

个，再在一条白布上写一个，他们把白布条系在头上。

日本人排好队，从剪子巷走到现在的张自忠路上集

合，最后去天津乘船回国。

日本人走后一个月左右，原来被日本人霸占的所

有院子又全被国民党占领，宣布为党产，住进了许多

国民党官员。府学小学虽恢复了国语教学，但是教员

情况仍错综复杂，教员中仍有亲日的，还有国民党秘

密特务。对国民党十分失望的赵阿姨，毅然加入了北

平地下党组织并开展工作，为迎接新中国出一份力。

1949 年，赵阿姨还参加了开国大典。她记得毛主席

当时曾走下了城台，来到了人群队伍中，在许多工人

组成的人群前高喊：“工人阶级万岁！”

从 1949 年到她年老退休，她一直未离开过府学

小学和这条历经沧桑的胡同。几十年间，她曾被党组

织送到师范学校提高业务水平，也曾在“十年浩劫”

中被打倒批斗，后来被平反重返讲台。眼见着胡同中

和学校里的文物古迹逐渐被修缮，胡同和校园的环境

越来越美，祖国的变化让她从心底里感觉当初选择跟

着共产党走是对的！

                                                           （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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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隆福医院的救世军历史建筑

救世军军官练习所全景老照片

隆福医院行政办公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