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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青年

——1930 年代华北基督教青年事业述论 ①

张德明 ②

内容提要：1930 年，五年运动发动后，华北基督教颇为重视青年事业

的开展。当时华北各教会青年事业的形式多样，多成立了专门的青年工作

组织，为青年开展各种文娱、培训等活动；在男女青年会方面，城市青年会、

学校青年会因地制宜地开展各项青年服务，吸引青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

还于 1934 年起发动了青年与宗教运动，并邀请美国布道家艾迪在华巡回

布道，发展了一批青年入教；华北的基督徒学生运动也蓬勃开展，成立了

多个基督徒学联组织。1930 年代华北基督教青年事业的开展，改善了教会

与青年的关系，扩大了基督教在广大青年中的影响，这也是基督教本土化

的积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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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and Youth: A Review on North China Christianity’s
Youth Work in 1930s

ZHANG Deming

Abstract: The Christianity in North China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五年运动与 1930 年代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号：17CZJ013）的

阶段性成果。

②　 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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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work after the launching of the five year movement 

in 1930. The churches had various forms of youth work in North China, most 

of which set up special youth work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aspect of YMCA and YWCA, the 

city youth associations and school youth associations carried out various youth 

servi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The YMCA also launched the youth and religion movement in 1934 and invited 

American evangelist Eddy to preach in China; Th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also flourished, and a number of Christian student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1930s,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youth work in 

North China 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youth, and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youth, which was also a 

positive embodimen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Keywords: Christianity; Youth; Five Year Movement; YMCA; Christian 

Students 

青年作为中国社会的骨干力量为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关键，但在非基督

教运动时期，广大青年成为反教主力，青年与教会的关系颇为紧张。为争

取青年支持，1930 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动“五年奋进布道运动”

（简称“五年运动”）后，青年事业逐渐成为该运动重点提倡的工作之一。

五年运动期间，各教会特别重视青年事业的开展以吸引青年入教，并开展

了青年与宗教运动、基督徒学生运动等一系列青年服务活动，培养教会中

的青年人才，但学界对此时期的基督教青年事业却关注不多 ①。为此，本

文将利用教会报刊资料，对在 1930 年代较有活动特色的华北基督教青年事

①　 目前学界对基督教青年事业研究，多集中在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活动上，如左芙蓉：《社会福音·社

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赵晓阳：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及王小蕾：《全球地域

化视域下的天津青年会研究 （1895-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6 年）等著作，都对 1930 年代

华北地区青年会的活动有所涉及，但对其他教会的青年事业则是考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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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开展进行重点论述，以对青年与教会的复杂关系有所认识。

一、基督教青年事业缘起

1920 年代，中国社会上种种新思潮流行，广大青年的思想人生观大受

影响，但在华基督教会却在思想上保守陈旧，在其活动上不能满足青年思

想的需要，导致部分青年与教会之间，不免发生冲突，这在非基督教运动

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在教外的社会青年因受非基督教运动思潮的影响，仍

怀着传统“尊王攘夷”的思想，将基督教当作外来的宗教而进行反对，并

觉得宗教没有用处，不能救国。当时还有青年对教会存在误解，特别是对

信教青年带有偏见。“基督教以外的诸兄弟姊妹，又往往因为他们是基督

徒的缘故，就当他们是媚外者”①。再就整体社会环境看，自非基督教运

动后，一些青年仍然盲目排斥宗教，特别是有教会人士曾称：一般青年大

反前态，一切唯自己的意志是从，视父兄若途人，而基督徒家庭对于子女

的感化力，也就因此锐减了；在学校里，由于政府对宗教教育教育限制，

对宗教讨论依然没有多大的机会；民初的基督徒，对于教会的礼拜聚会，

尚有多能自动的如期赴会的，但在当时大半的青年信徒在无形中都已被电

影院、跳舞场以及其他的社交会场或娱乐场所吸引了。所以教会礼拜聚会等，

已经渐渐地少见青年的足迹了。② 还有许多比较有见识的青年，“对于基

督教虽然并无极端反对的态度，但他们常感到基督教会对于他们精神上或

人格上的渴望，不但不能给他们一个满足，有时且使他们发生失望。因此，

他们对于教会也就渐生厌恶，渐至疏远了”③。加之多数青年活泼好动，

不愿受教会规章束缚，更喜欢会外的自由活动，导致对加入教会的兴趣不高。

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都对教会青年事业开展带来挑战。

在教会内部，青年基督徒也对教会与教会领袖存在不满情绪，当时教

会只偏重成年基督徒而轻忽了青年，导致他们在教会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

①　希真：《青年基督徒的烦闷》，《微音》1928 年第 1 卷第 1 期，19 页。

②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教会与青年事业》，上海，1930 年，第 5 页。

③　 同上，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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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教会出席礼拜者，多年高岁迈之老人，与若干已出嫁之妇女率领

幼少儿童。壮年之男子不多，青年之男女更少”①。教会内的青年基督徒

也不受资格较老的基督徒的接纳，教会的领袖多以老成自居，不能接近青年，

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教会先进的基督徒或领袖底行检不正，给与青

年不良的印象，所以青年对教会生轻蔑的心理，疏远教会”②。更为重要

的是，在多变的社会形势下，教会也不明白青年的心理，导致礼拜的仪式、

讲道的内容及教堂中的活动设施多不符合青年的旨趣，这也就使得教会不

能与青年同时并进，“缺乏合格的教会领袖去吸引他们，应付他们的需要、

旨趣、问题和态度，解决青年的问题，如两性问题与择业问题等来满足青

年的实际利益”③。受此影响，教会内的青年基督徒对教会的离心力扩大，

与教会的关系日渐疏远。还有些青年基督徒也缺乏正确的信仰，对宗教存

在漠视及厌倦，“因环境关系行动与心愿冲突，故多随波逐流，不能表现

基督徒的生活，甚者到教会圈外做事，政界商界教育等另寻出路，退贤让

能”④。

在此形势下，鉴于教会与青年关系密不可分，且青年为教会事业未来

发展的希望所在，故五年运动中特别将青年事业作为开展的主要工作之一。

当时基督教协进会认为应与教会团体合作研究青年工作的开展，为此专门

成立青年事业委员会。1931 年，协进会第八届大会还通过议案：“请协进

会向各教会严切陈述筹设教会青年部的必要，希望教会能成为青年灵性的

家庭，使青年人之精神生活能得其所复能藉教会团体，表现其服务的中心

热忱，以期达到加厚教会实力之最后目的。” ⑤ 同时，该决议案还具体规

定了青年工作的开展事项，并建议：“协进会在全国各中心地点筹开大会，

邀请各教会长牧及平信徒领袖与青年事业工作人员，及青年代表，详细研

①　刘廷芳：《中国教会与学运》，《真理与生命》1934 年第 8 卷第 5 期，213 页。

②　梁元惠：《青年与教会》，《神道学生》1936 年第 1 号，第 3 页。

③　梁传琴编：《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专集》，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9 年，第 38 页。

④　 《如何解决现教会的青年问题》，《华北公理会月刊》1931 年第 5 卷第 6 期，第 1 页。

⑤　陈文伧：《青年事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2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4 年，

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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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教会与青年关系之问题；请本会设法聘请专家数人彻底调查并研究中国

青年生活之现状，以期协助教会了解青年问题，使教会能以最有实效的方法，

应付青年的需要，并募集青年参加基督化服务工作。”① 以上决议案也做

到了有的放矢，为华北教会所执行。在基督教协进会的统一规划下，华北

各教会也采取了相应的工作，促进青年事业的开展。

二、华北教会青年事业概况

五年运动前，教会与青年的隔膜甚深，但在基督教协进会努力下，教

会逐渐明了青年工作之重要，青年与教会已逐渐开始合作。当时华北各教

会在协进会的指导下，根据各自实际开展青年工作，一切措施按照青年的

心理和需要办理 , 尊重青年的意见，尽可能地给予青年服务教会的机会。

从华北各教会开展情况看，多有青年组织的成立，开展各类服务青年

活动。华北教会成立的组织有青年团契、基督教青年社团、各级教会的青

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各种青年集会经常举行，如有青年礼拜、查经班、主

日学、青年修养会、夏令会、布道团、少男团及少女团等。② 当时北平美

以美会亚斯立堂曾成立青年部友进团，由汇文、慕贞、妇婴、同仁等学校

共举十人为委办，按每校各班中之基督徒，分每 10 人为一小团，活动有每

晨或晚按时读经祈祷，努力参加青年礼拜与灵修会，各小团每两礼拜开会

两次，述说个人近况等 ③；1933 年，北平米市堂会也组织三个青年团契，

并聘请青年会事业干事专门负责青年工作，日常活动有周日上午集会，外

出参观旅行，圣堂服务及联谊会等 ④；在天津地区则有美国公理会组织青

年勉励会，在星期日、放假日、节期等日，约请各校学生做团体的旅行或参观；

天津维斯理堂则于 1933 年 4 月成立维青社，以增加本社男女青年之高尚团

①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Hangchow, April 10-17,1931,p.22.

②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青年委员会事工委员会讨论案》，《宗教教育季刊》1937 年第 1 卷 2 期，第 45 页。

③　 《北平美以美会亚斯立堂青年部友进团》，《广闻录》1935 年第 2 卷第 3 期，第 12 页。  

④　 邵云亭：《北平米市堂会青年事工概况并举行冬季联谊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1936

年第 8 卷第 2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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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生活以基督教之人生观为目标，凡 17-30 岁青年基督徒为社员。该社活

动有对外表演话剧，以佐基督教联合布道工作，组织义务学校，帮助未求

学男女，对内则有讲演会、讨论会、读书会、查经班、远足旅行及社会观

察等 ①；河北地区教会则成立有青年修养会，并重视堂会青年事业，“某

教堂有青年礼拜，青年自己主领，参加礼拜的非常踊跃”②。又如 1931 年，

河北昌平教会则组织青年宗教研究班，在每礼拜六晚，置设报章及玩具，

方便青年娱乐学习，并讨论宗教 ③；山西地区也有青年组织成立，如 1935

年，山西平定支会成立青年团，18-30 岁青年男女皆可为团员，每月开会

讨论一次，涉及各种青年问题，并请人演讲，另有歌咏、音乐等活动 ④；

山东地区的相关工作则有英国浸礼会组织山东基督徒学生青年生活团契，

每日实行灵修，注重公德，提倡见义勇为、生活俭朴及言行真诚⑤；1935 年，

山东长老会还派代表五人到济南、潍县、青岛、烟台、登州五地调查青年

工作和教会情形，同时并提倡青年归主，宗教教育及学校教会应联络一致等，

各地男女学生有四百多人立志苦干，自救救人。⑥此外，每年 11 月 11 日 -17

日为世界青年公祷周，华北各教会也常组织青年每年在此时举行活动。如

1934 年青年公祷周时，青岛青年会联合其他教会在该会招待室举行，并组

织查经班及祈祷会，每日都规定了经文及祈祷的题旨。⑦

在五年运动的提倡下，为促进青年工作的进行，各教会还组织专门的

青年研究会。如当时中华基督教会的青年工作的规划比较出色。1933 年，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决定各大会（协会）举行青年事工研究会，委派青

年事业委员会举行筹备青年修养会，促进青年灵性上的生活，并探讨青年

①　《天津维斯理堂维青社概况》，《消息》1934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31 页。

②　陈文伧：《青年事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2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4 年，

第 73 页。

③　 冯葆真：《五运中昌平之奋兴会》，《兴华周报》1931 年第 28 卷第 49 期，第 36 页。

④　段翰章：《友爱会特殊发展之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3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36 年，第 18 页。

⑤　《山东大会中区退修会简报》，《总会公报》1934 年第 6 卷第 3 期，第 14 页。

⑥　 《山东大会将召集苦干夏令会》，《田家半月报》1935 年第 2 卷第 7 期，第 1 页。

⑦　 《青年公祷周》，《青岛青年》1934 年第 45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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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与教会所能给予的帮助，和青年参加基督教运动的实际工作。① 为

此，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青年事工研究会于 1934 年 7 月 25 日 -8 月 1 日

在江苏无锡举行，华北教会也派代表出席。因该教会认识到青年问题的重

要性，特别是关于教会与青年的问题，以为必须加以深刻的研究，所以决

定集合青年灵修，对于青年事工，用严肃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共同探讨，

先思想，后实行。② 特别是华北美以美会在青年工作中开展出色。该会鉴

于青年学生离开学校生活之后，既与校内宗教团体断绝往来，且与同工同

志亦未有相当联络，故发起成立青年服务研究会，旨在联络青年与教会发

生关系，促进青年的灵性深造，注重对于堂会，堂会的组织，堂会的计划，

个人与堂会的关系，以及青年人在堂会计划中的活动部分作彻底的研究。③

该研究会每年都举行集会活动讨论，如 1936 年 8 月 24 日 -31 日，华北美

以会青年服务研究会又在北平西山举行，到会六十余人，总题为“本着基

督的精神作新造的人”，由各教会领袖主讲。在具体活动上，上午除分组、

讨论及游戏外，另有李荣芳等教会领袖演讲，讲题皆为现代学生之急需事件，

颇得诸会员之欢迎。下午则有野外旅行，乡村布道及球类比赛，晚间有演

讲和代表分组讨论，自由谈话等。④ 华北美以美会每年秋季还在北平西山

举行青年基督徒退修会，常规活动有灵修、讨论、团契等。如 1932 年 8 月

29 日 -9 月 5 日，华北美以美会青年秋令会在北平卧佛寺举行，青年同工

一起探讨人生问题，注重个人灵修方法、择业问题以及服务教会的步骤，

会上还表演了“爱国青年”剧本，激发青年爱国之情。⑤ 此种退修会除了

参观、游戏外，宗教色彩较重，如每天有半小时的早祷会，讨论宗教问题，

编发读经祈祷的册子，晚上则有祈祷会与见证会，周日晚则有“青年与教会”

表演，宣传青年对教会的责任。⑥

①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三届常会议录》，厦门，1933 年，第 10 页。

②　《中华基教会全国总会青年事工研究会通告第一号》，《中国学运》1934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86 页。

③　范爱德：《五年来华北青年事业研究会的工作》，《中华归主》1936 年第 163 期，第 20 页。

④　《华北美会青年服务研究会略述》，《宗教教育季刊》1937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32 页。

⑤　 韩玉珊：《华北美以美会青年秋令会》，《中华归主》1932 年第 130 期，第 17 页。

⑥　《卧佛寺青年退修会》，《宗教教育团契》1935 年第 5 期，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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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时男女青年会组织与青年密切相关，五年运动中青年事业的开展，

自然离不开青年会的工作。青年会是由各教会平信徒自动联合，而并非隶

属某一公会，根本宗旨乃欲发现并辅助满足青年人之需要 ①，其中也有很

多非基督徒加入。1934 年，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所确立青年会的目标

也与青年密切相关，如引领青年归从基督；辅导青年寻求及实践基督化生活；

激励青年承受基督徒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等。②当时华北地区的北平、太原、

济南、天津、保定等地都有男女城市青年会的建立，并设有专门青年服务

组织。在华北的各教会学校中大多设有男女青年会，面向青年学生开展工作。

 华北各地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为青年开展了丰富的活动。当时青年

会除设置各类青年语言、技术及艺术学习班外，还有各种研究会、团契等

青年集体活动。如北平青年会有学生国际问题研究班，在各大学组织之宗

教班；北平男女青年会学生部合组大学学生问题讨论会。另有北平青年会

组织的青年知行社，原名青年服务团，以促进男青年之团契生活及实际社

会服务为宗旨。③ 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华北各地也针对青年妇女需要开展了

多项工作，如组织了华光团、职工团等团体开展集体活动，并设置各种英语、

绘画、手工、烹饪、音乐等培训班及研究班，丰富青年女性生活，增长妇

女谋生技能。

五年运动时期，在青年会内部还有联青社组织，用以联络青年感情，

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每周一聚餐一次，在华北有天津、北平、青岛、

济南等地成立。如 1935 年，北平联青社每周二晚举行演，主办工读学校，

学生 80 余人；④天津联青社创于 1927 年，1935 年时有社员 40 余人，每周

三上午聚餐一次，同时邀请各专家学者演讲。⑤华北各联青社为联络友谊，

交换学识，并讨论一切社务，还于 1936 年 5 月 2-3 日在天津举行华北区大

①　侯感恩：《青年会事业建设》，济南：北洋印刷公司，1930 年，第 7 页。

②　梁小初：《两年来之基督教青年会事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3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36 年，第 133 页。

③　 王同：《北平青年会青年知行社概况》，《消息》1934 年第 7 卷 9 期，第 11-12 页。

④　 《联青社近讯一束》，《北平青年》1935 年第 27 卷第 7 期，第 3 页。

⑤　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编：《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四十周年纪念册》，天津，1935 年，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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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北平、青岛、天津等代表二百余人出席 ①, 交流了各自活动经验。

当时华北教会在内的各地教会青年事业颇为活跃，如中华基督教会全

国总会 1937 年时提道：“现在教会在本堂或本牧区特别注意栽培青年，或

特设专部，或特派专人以领导青年学子为教会将来之举行人才。”② 各种

基督教青年团体及其服务青年工作的举办，极大丰富了教会青年事业的形

式，更为教会青年提供了活动的平台，也带动了青年事业的振兴。

三、青年与宗教运动在华北

在当时教会低沉的局面下，在华教会认识到需要发展青年力量，“此

不特为教会之存在加增后续人才，而对基督教事业之发展上，实不啻增加

一部生力军”③。故在 1933 年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举行时，

决议举行为期二年之青年与宗教运动，该运动注重点为调查研究当地青年

灵性上之需要，以谋适当之应付；协助青年探求及实行基督徒的个人生活

之全部意义；辅导青年研究及实施基督教的社会责任之全部；促成教会与

青年会更大程度的合作等。④ 青年与宗教运动 1934 年 1 月开始，到 1936

年全国协会委员会开会时结束。该会组织的青运工作也受到蒋介石支持，

1934、1935 年连续两年曾拨款三千元给予青年会资助。⑤1936 年 4 月，协

会又决定延长两年，目标改为引领青年皈依基督；辅导青年实行基督化生活；

辅助青年对于个人及社会发见，并接受基督徒责任的全部意义。⑥ 但随着

抗战的全面爆发，被迫于 1937 年中断。

①　 《联青社举行华北区大会》，《同工》1936 年第 153 期，第 35 页。

②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青岛，1937 年，第 45 页。

③　 《为青年与宗教运动致同道一封公开的信》，《革新月刊》1934 年第 1 卷 8 期，第 18 页。

④　尚爱物编：《青年会的宗教事业》，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 年，第 1 页。

⑤　 《梁小初函蒋中正，1935 年 6 月 26 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

00233-047；《蒋中正电周骏彦，1935 年 7 月 20 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239-

083。

⑥　梁传琴：《1934 年青年与宗教运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 年，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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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北地区青年与宗教运动的开展，涉及范围也比较广泛。如组织

研究基督教与青年会运动之使命之小团体；举行退修会，以加深教会内的

董事，干事及义务领袖之灵性经验；与教会合作，提倡青年崇拜；编印青

年灵修材料；提倡个人与团体的祈祷，在各地提倡“宗教运动周”，举行

宗教的展览与演讲，并散布宗教的文字作品等。①1934 年青年与宗教运动

的重点，则是美国著名布道家艾迪（G.S.Eddy）9-10 月在北平、保定、天

津、太原等地布道，也为各教会所重视。如北平青年会成立的青年与宗教

运动委员会，在艾迪来平前，即聘请该市宗教界中西领袖组织大规模之艾

迪布道委员会。各地还在艾迪布道前举行圆桌会议，由地方志青年工作人员，

教会机关领袖，青年会干事共同讨论研究当地青年之问题与需要，以及应

付的方案。②

艾迪当时在华北的巡回演讲主题庞杂，内容涉及中国与世界危机，青

年的出路，基督教的挑战等，多根据演讲对象的不同而变换，部分青年因

之参加教会活动。如 1934 年 9 月，艾迪在保定布道 6 天，“演讲会 13 次，

小团体聚会 3 次，听讲的学生及各界人约有六千余人，决志的有 390 人，

决志者组织 27 个查经班”③。同年 10 月，艾迪又在太原公开演讲三次，

宗教讲演四次，另有个人谈话及小组聚会，此次布道效果颇佳，“愿做基

督徒者男女 182 人，愿意研究宗教者 104 人，愿听宗教讲演者 137 人，组

成男女查经班 18 个”④。另外，艾迪在平津布道时，也颇受欢迎，“在天

津有听众 7900 人，决志归主者 50 人，决志研究者 150 人，总 200 人；北

平有听众 9400 人，决志归主者 110 人，决志研究者 406 人，总 516 人”⑤。

由于艾迪曾多次来华布道，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但对于艾迪布道也被

部分教会人士认为宣传片面，利用听众感情宣传，指出“利用青年爱国心

理，当时签名定志者，固不乏人，然后来起了反动而非教者，也所在多有。

①　 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大会报告书》，上海，1934 年，第 60 页。

②　梁传琴：《1934 年青年宗教运动纪实》，《同工》1935 年第 139 期，第 14 页。

③　 萧锦铸：《暑假后的保定学生事业》，《消息》1934 年第 7 卷第 8 期，第 27 页。

④　《太原青年运动进展中的艾迪布道大会》，《革新月刊》1934 年第 1 卷第 11 期，第 18-19 页。

⑤　梁传琴：《1934 年青年宗教运动纪实》，《同工》1935 年第 139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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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重量不重质，铺张统计，尤为人所共见”①。而对听讲的教外人士所言，

因艾迪讲道多宣传基督教救国，他们认为艾氏是为了宣传宗教而演讲，也

对此颇为反感。②

为了保持艾迪布道的效果，华北各教会组织后续工作，将愿作基督徒

者姓名，按照自愿，分送各教会，请其分别欢迎，联络拜访，并引领其加

入教会。而在具体活动上，各会还组织查经班，灵修团契，宗教研究会，

青年礼拜等宗教团体，以做好布道的善后工作。如当时天津青年会曾为对

基督教感兴趣的青年，组织英文演讲会、基督教研究班、宗教研究班、圣

经认识班及耶稣生活研究班等，他们在参加此类组织后，实际入教者有 26

位，参加讨论者有 44 位。③ 华北教会为了扩大效果，还作个人拜访调查并

扩大范围，在艾迪大会中未签名者，亦去函让其加入。教会通过这些工作，

“引领决志者前进，进入基督徒的团契，并使其育化于教会生活之中；为

乐意研究基督及其教训者，更要一步一步导其向前，以使在基督及其真理

上有更深刻的了解与知识”④。

 1935 年，青年会又组织了青年与宗教运动巡回工作团，由经验宏富，

学有专长之平信徒领袖组织而成，到全国重要城市演讲，“唤起知识界、

青年对于宗教的注意，并得以了解宗教对于个人、社会、国家、民众之含

义”⑤。青年会总干事梁小初 1935 年 6 月还专门致函蒋介石请求补助经费

时，特意提及此巡回团，称该团向学生演讲宗教与人生问题，以唤起青年

注重道德与精神之修养 ⑥。1935 年 9 月 27 日 -10 月 18 日，青运巡回工作

团先后在北平、天津及太原工作一周，在青年会及各学校进行演讲及讨论，

为基督徒与非基督教徒青年举行系统演讲数次；为宗教界、教育界、实业

①　 《五年运动》，《民国日报》1930 年 6 月 13 日，第 3 张第 3 版。

②　 德宣：《评艾迪博士讲演》，《突崛》1936 年第 3 卷 9 期，第 2-3 页。

③　 《青年与宗教运动通告（第 8 号）》，《同工》1935 年第 138 期，第 43 页。

④　 《艾迪致青年工作同道及青年与宗教运动各位委员会》，《革新月刊》1935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1 页。

⑤　梁传琴：《青年与宗教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3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6 年，

第 113 页。

⑥　 《梁小初函蒋中正，1935 年 6 月 26 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

0023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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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及其他团体，举行演讲及恳谈会；与各种特别团体举行团体讨论；并进

行个人恳谈 。① 因当时在太原全城教会均与青年会努力合作，推广青运，

所以获得较平津更大之结果。太原教会在五日之内，“听讲人数达 1 万 1

千余人，山西省府主席阎锡山百忙中接见合影，慕道签名者达 346 人”②；

而艾迪在平津演讲时，听众也颇多，如“在天津听讲人数 11500 人，重献

心身 90 人，研究基督教 150 人，决志总数 240 人；北平听讲人数 7500 人，

重献心身 30 人，研究基督教 120 人，决志总数 150 人”③。该巡回团 1936

年则提倡热心基督徒形成一队到某一区域工作，注重非基督徒青年鼓励基

督徒大学生于周末赴附近中学工作；举行青年工作人员之退修会；扩充青

年与宗教丛书；注重慕道友之急需工作。华北各青年会也积极响应巡回团

提倡，如天津青年会于 1936 年 5 月 10-16 日举行为期一周的青运布道大会，

邀请齐鲁神学院彭彼得，北平美华圣经会干事周扶耕演讲，总题“积极的

基督教”，适合一般青年需要，使青年对于宗教信仰有清晰之概念 ④；天

津青年会为响应青年与宗教事业，还于 1936 年又相继组织了青年礼拜、耶

稣复活节纪念会、耶稣圣诞庆祝大会、映演宗教电影、福音演讲周、基督

徒会员谈话会、英汉文查经班等活动，向青年灌输基督精神，决志信道者，

颇不乏人。⑤此外，1937 年 3 月 5 日 -6 日，华北区青运工作人员退修会还

在北平举行，天津、太原及保定等青年会也派员参加，后又举行华北区青

①　 The Ten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Shanghai,April 25-May 2,1935, p.143, 

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ies Archives, Asia Committee,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84, N.C.C China, 

Box.348,1931-35, No.21.The Ten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Shanghai,April 25-May 

2,1935, pp.83-85, 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ies Archives,Asia Committee,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84, N.C.C China, Box.348,1931-35, No.20.

②　田景福：《青运巡回工作团来太原市之意义》，《同工》1935 年第 149 期，第 72 页。

③　 《1935 年青运巡回工作团成绩统计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 年，

第 21 页。

④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天津，1936 年，第 4 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20-0-256-

69。

⑤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天津，1936 年，第 30 页，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20-0-25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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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宗教运动领袖退修会，宗教聚会，宗教研究程序，布道工作。① 后随

着抗战的全面爆发，青运工作被迫中断，但前期工作却为教会培养了一批

青年工作人员。

五年运动时期，青年与宗教运动虽非创举，但是开辟了向知识界青年

布道的先河，激发了各地教会对于青年工作之热心。仅在 1935-1936 年，

各地教会通过该运动在 33 万 9 千余位青年中演讲布道，对于青年个人的灵

性修养、人格建立、社会国家的改造，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与效力。②

四、基督徒学生工作在华北

在教会宗教教育受到限制情况下，作为青年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徒学

生此时期也更加受到教会重视，华北各教会还专门成立基督徒学生的组织，

各地学校青年会也开展学生工作，进行了颇有声势的基督徒学生运动，尤

其河北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更成为全国基督徒学联中的典型。基督徒学生运

动的活动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五运时期较有特色的工作。

非基督教运动时期，部分青年学生猛烈批评教会，甚者参加了捣毁教

堂的活动，也导致教会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冲突。青年学生常因不满教会的

行为，发表抨击基督教的言论，“他们对于一般采用恐吓性的布道方式领

人信道，未敢暂停，对于那些主张极端的社会福音和极端的个人福音也未

能置信”③。青年学生还批评教会过于注重仪式和信条，而不顾及社会的

实际生活，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且教会的教义也受到学生质疑，特别是

学生受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重科学而对宗教缺少兴趣。总的来看，教会

与学生之间有所隔膜：“教会听不到学生的呼声，听不到学生的需要，自

行其是，学生在教会中既无相当地位，又不能从教会中谋求人生问题的解决，

乃另求出路脱离教会”④。在此不利形势下，尤其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在

①　 《华北区青运工作人员退修会在平举行》，《北平青年》1937 年第 28 卷第 20-21 期合刊，第 3-4 页。

②　 梁传琴：《青年与宗教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3 期，1936 年，第 118 页。

③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青岛，1937 年，第 171 页。

④　《学生事业委员会报告》，《华北公理会月刊》1931 年第 5 卷第 10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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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受限的情况下，教会开始谋求与学生关系的缓和。从当时华北地区的

社会环境看，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学生也感到苦闷。正如时人所言：“在

华北变态的政治之下，思想自由，完全剥夺殆尽，稍有思想的学生，不是

激烈的反抗，便是隐忍不言，入于悲乱沉闷的境地。”① 因此，不少学生

开始需求宗教寄托，在非教会的大学中学里，不少同学都有虚心接受基督

福音的倾向，也为基督徒学生运动兴起提供了有利环境。

在此背景下，1933 年 8 月，经过前期筹备，全国基督徒学生团契大会

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决定组织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临时全国总会，成立

了各学联联席代表大会为该会最高机关，下设乡村改进、社会改造问题研

究及国货促进委员会。当时所定的学运目标为：“本耶稣精神，创造青年

团契，建立健全人格，谋求民众生活解放与发展”②。中国基督徒学生运

动包括一切为青年工作的基督教势力，以学生为中心，其性质则是学生自主，

男女联合，不分宗派，大中学校合一且全国一致的组织。③学运基本分子，

则是全国高中以上的男女基督徒学生，最低单位是学生男、女青年会，基

督徒学生团契和其他基督徒学生组织团体。在全国机关成立之前，在华北

各地即已成立了地方基督徒学生团体联合会的组织，有河北联、北平联、

保定联、济南联，山西联、山东联等组织。各联由高中以上学校基督徒学

生团体组成，成为指导各地基督徒学生运动的机关，也均加入到基督徒学

生运动中。

就华北地区基督徒学联具体情况看，1928 年，河北团体成立了河北省

基督徒学生团体联合会，以求团契生活之增进，社会环境之改造以建立健

全人格。河北联最初下设北平区联、天津区联、保定区联，后又增加津东

区联，最初由 26 校参加，后扩大到六十余所教会学校参加。④河北联成立后，

①　袁柏樵：《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微音》1928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31 页。

②　《学运公约》，《葡萄树》1933 年第 5 卷第 1 期，第 63 页。

③　耿元学：《中国学运的透视》，《中国学运》1935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 页。

④　 《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特刊》，1931 年 9 月，第 22 页；The Hopei Christian 

Student Association, December 19, 1930 ,pp.1-2, Yenching University，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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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展多项活动，集中在促进学生小团契、退修会、乡村服务及储蓄运动

等内容，并在每校设宗教指导员。如 1931 年 6 月 30-7 月 10 日，在北平西

山举行了夏令会，以服务为总题，组织基督徒学生系统学习城市与农村服务，

并邀请胡适、谢冰心、梁漱溟、赵紫宸等讲演，还有分组讨论及灵修、晚

祷、夕阳会等宗教活动 ①；1932 年 8 月 24-29 日，河北联又在北平西山举

行学生领袖训练会，上午有早祷、查经，下午有自修、游览、谈话会或交

谊会 ②。就河北联下属的区联看，天津区联最初组织于 1929 年，参加者有

汇文、中西、新学等学校。1931 年 3 月 22 日，又成立天津各校基督徒学

生联合会，有 9 所学校青年会加入，活动有名人演讲、学生自由演讲、退

修会及夏令会等。③1933 年时，天津联开全体大会开四次，宗教研究班 10 次，

还组织毕业同学会、游戏、圣诞节服务，并到广仁堂、贫民救济院及育婴

堂三处服务 ④；而在宗教活动上，该联曾报告：“一般学生虽对旧式职业

式之牧师不满，而对教会内颇有精神之礼拜，仍能踊跃参加。”⑤ 北平联

则由北平区内各大中学青年会或团契等基督徒学生团体组织而成，1933 年

时有 16 校参加，会员 550 人 ⑥，每月举行全体大会一次。北平区联还实行

分工合作，设立委员会，分任学生礼拜、乡间布道、拜访团、旅行图书馆、

全城学生交际会等事，平常组织有小团契活动；保定区联则于 1930 年春成

立，“组成分子多为初中学生，工作方面除春夏令会及查经班外，则注意

乡村服务如学生自身利用假期筑路灯”⑦。该联 1930 年秋曾举行学生礼拜，

对学生团契、友谊及灵性生活大有增益，而该联下属思罗和明德学校的同

学，每逢礼拜日多帮教会领主日学或查经班⑧；津东联则有唐山丰滦学校、

①　河北省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编：《服务：河北联二十年度夏令会》，1931 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U102-0-189。

②　 良模：《河北学生领袖训练会》，《消息》1932 年第 5 卷第 7 期，第 10 页。

③　 《天津区联事工概况》，《消息》1931 年第 4 卷第 4 期，第 41 页。

④　 《天津津北基督徒学生团契 1933 年的账目》，《葡萄树》1934 年第 5 卷第 2 期，第 48 页。

⑤　 谷源田：《报告事项：华北》，《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特刊》1931 年第 9 期，第 5 页。

⑥　 窦学谦：《北平联报告》，《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特刊》1933 年 12 期，第 61 页。

⑦　 《保定联》，《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特刊》1932 年第 11 期，第 15 页。

⑧　 王漱白：《保定区联一年来经过的报告》，《消息》1931 年第 4 卷第 7 期，第 3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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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贵贞、汇文等初高中学校组成，举行活动有春夏令会及查经班，并有

服务小同学、儿童会、汉文比赛、快乐会、夜间操等，还侧重到乡村工作。①

在山东地区则有济南联于 1933 年 11 月 11 日成立，其从济南基督徒学生团

契演变而来，后筹备济南联寒假乡村服务团前往乡村服务，组织冬令会，

筹划俭约储蓄运动，并成立社会建设研究会、基督教研究会、文艺研究会

等组织；山西区联则由太原、汾阳、太谷三联组成，有尊德学校、铭贤学校、

铭义学校等加入。从华北地区整体情况看，据 1935 统计，学校基督徒学生

团体在河北有 45 处，山西 9 处，山东 20 处。②

除了专门的基督徒学生团体外，具体到华北教会的活动而言，也都重

视学生事业，开展了各项针对性活动。如华北公理会为应顾到学生的需要，

组织学生事业委员会辅助学生事业，当时该会主张：“教会应与青年学生

合作；教会应征求学生意见，举行教会领袖及学生领袖联合退修会；教会

应有坚深信仰的基础；教会应聘请饱学高德的人负责宣传事业。”③ 该会

在具体活动上也十分丰富，如有筹款赈灾及其他慈善事业、乡村服务、布道，

帮助地方礼拜堂；举行学生退修会、学生领袖训练会及学生礼拜；组织学

生领袖团契、调查基督徒学生的学校生活等。1929 年起，北平中华基督教

会还设立进思堂，学生到此，或读新书，或结好友，可赛网球，可习武术。

该堂曾举办宗教与择业演讲、查经班、英文班、交际会等活动，学生来此

者，日多一日。④ 华北教会也常举办基督徒学生会议，讨论工作的开展。

如 1933 年 12 月 17 日，北平教会还专门召开了基督徒学生工作小组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何在学生中灌输基督教，讨论的问题涉及基督教对社会贡献、

基督教信息、基督教对农村问题、基督教共产主义、中学生与宗教思想、

农村重建问题及向非基督徒传播宗教的方法。⑤1936 年 12 月 4 日，齐鲁大

①　《长短讯》，《中国学运》1936 年第 2 卷第 6-7 期合刊，第 52 页。

②　耿元学：《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3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36 年，第 119 页。

③　《学生事业委员会报告》，《华北公理会月刊》1931 年第 5 卷第 10 期，第 38 页。

④　《北平中华基督教会学生事业沿革略述》，《总会公报》1930 年第 2 卷第 7-8 合期，第 600 页。

⑤　 Peiping Student Workers Group,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私立燕京大学档案，档案号：YJ1933010。

正文.indd   255 2022/11/18   8:49:23



256 基督宗教研究

学校长刘世传还邀请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蔡昭修，华北基督教教育会干事

沈希贤、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干事李劳士（R.D.Rees）及该校教师等 20

余人开会，讨论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开展，以促进山东省基督徒学生宗教事

业。①

因青年会开展的活动与学生密切相关，故在华基督教青年会十分重视

学生事业。1932 年，青年会第六届全国干事大会曾通过决议，规定：“各

市会宜立就各地之需要及机会，考察学生事业之工区，研究学生事业之政

策、人才、经济及组织，以期改善或重建学生事业。当实施时，应尽力请

当地之基督团体与之合作。”②当时华北城市青年会内也有专门的学生部，

负责对学生开展宗教，体育及文艺等各类活动。如太原青年会学生部活动

较多，“在 1931 年，有查经班 2 班，约 20 人；学生英文礼拜，每次约 15

人，中文礼拜每次约 20 人，主日下午讲演，每次约 115 人；青年团 1 团，

约 15 人，讨论班 6 班，约 60 人”③；1934 年 5 月 19 日 -27 日，保定青年

会也举行学生运动周，内容有名人演说会、国术表演、工厂参观、书法比

赛、乒乓球比赛等，参加之青年学生，不下数百，以争取德智体群全面发

展 ④；北平青年会学生部工作，则是联络官私立学校中之基督徒学生，使

其与教会及学联联络，进而使非基督徒学生与教徒家庭、讲演会及征求会

等多所接触而受到感化，并在官私立学校中组织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使此

种联合会与范围较大之学联联络，还指导学生实行基督教的服务主义。⑤

在具体活动上，北平青年会组织查经班、唱诗班，任学生自由参加，并鼓

励学生参加北平学生演讲会、北平学生读书会、大学生问题讨论会及北平

青年服务团等活动。⑥ 该会还于 1936 年 12 月组织北平基督教学生工作人

员会议，讨论了工作开展情况。然而青年会作为与学运工作颇多重合的组织，

①　 《促进基督徒学生事业，刘校长召集会议》，《齐大旬刊》1936 年第 7 卷第 11 期，第 94 页。

②　 《大会决议案》，《同工》1932 年第 116 期，第 36 页。

③　 《山西太原青年会学生部工作近况》，《消息》1931 年第 4 卷第 5 期，第 46 页。

④　《保定学生运动周委员会宣言》，《消息》1934 年第 7 卷第 5 期，第 16 页。

⑤　 《北平青年会学生部之事工计划》，《消息》1932 年第 5 卷第 2 期，第 52 页。

⑥　 胡籁明：《北平青年会的学生事业（续）》，《同工》1934 年第 134 期，第 5-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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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联合关系还存在隔阂，“学生方面，他们是惧怕这个联系限制

了他们的自主自动；在青年会方面，他们是惧怕学运的成立，会使彼此的

关系日趋淡泊”①。最终随着 1937 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两者之间始终未达

成合适的合作方案。

当时在华北的教会学校或部分公立学校内也成立有青年会，并在校中

青年学生中开展各种服务、宗教工作。非基督教运动后，青年会会务陷入

低潮，而华北地区的学校青年会也多陷入停顿。当时各学校学生对青年会

态度也不一，影响了会务的开展，如清华大学的学生退出青年会，不承认

自己为基督徒；北京大学的同学视青年会不过为学习英文的机关；北京汇

文中学的同学对青年会的信仰，渐渐移到学生会身上去了；燕京大学的同

学对青年会惟以职员是赖。② 然而当时教会学校的宗教工作也面临契机，

学校在政府立案后，非基督徒入校者大为增加，而公私立学校的部分学

生也对基督教道理感兴趣，但到他们中间布道的很少。“教会学校学生自

认做基督徒的或愿意做基督徒的人数比教会会友的数目多二分之一至四分

之三，他们没机会加入教会团契，离校后失了团体生活；许多在社会服务

的青年，很愿意得教会的领导。教会如为他们举办退修会，他们多热烈参

加”③。为此，当时华北各学校青年会还注重扩大公立学校中的学生工作，

组织学生巡回工作团及研究宗教的读书会，为学生宗教活动的开展创造机

会。

华北各教会学校青年会开展的活动，有平民教育、宗教灵修会、小组

团契、乡村服务及社会讨论等，尤其注重社会改造。如潞河中学青年会曾

为失学幼童及学校工友补习上课，设有平民补习班、贫儿义务学校，并有

潞河游艺室，工友业余俱乐部、国术研究班及学术讨论会等，而在宗教方

面，则有宗教崇拜灵修会，另查经班及小灵修会每周举行；④ 山东泰安萃

①　吴耀宗：《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天风》1948 年第 5 卷第 7 期，第 102 页。

②　袁柏樵：《中国基督徒学生运动》，《微音》1928 年第 1 卷第 1 期，30 页。

③　陈文伧：《青年事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12 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4 年，

第 71 页。

④　 《潞河中学青年会工作近状》，《消息月刊》1935 年第 8 卷第 4 期，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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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学校青年会方面，对内有朝会、祈祷会、查经班，对外有平民学校 2 处，

每日下午授课；每周日下午在附近乡村布道，每次听讲者不下二三十人；

周末下午则在附近各村庄举行露天平民学校，教以单字，并告以关于卫生、

农业改良诸问题，每次识字听讲者，不下二十名。① 青年会除了社会服务

活动外，尤其重视宗教教育，各校多组织学生礼拜、查经班及主日学等活动，

但整体宗教效果不佳，学生参与度不高。

作为基督教组织的学生运动，各基督徒学生团体也将宗教灵修定为重

要任务，定期举行团契，研习圣经，并与教会密切合作。1933 年 10 月，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三届常会在厦门举行时，也宣布承认新组建的中

国基督徒学生运动临时全国总会，要求各教会：“与之尽力合作，辅助学

运对于全国学生事业作统筹全局之计划；各大会区会当根据总会及学运临

时总会之计划，会同本地学联发展其工作，健全其团体，或提倡新组织单

位；堂会当与当地学联合作，引领同学受洗。”② 具体来看，如美国北长

老会、公理会牧师被聘为保定区联的顾问，团契每两礼拜举行学生礼拜一

次，专为供给学生宗教灵性上的修养与生活上的解决。③ 天津联也注重团

体灵修及研究基督教义，并介绍现代思想与智识，提倡适当的男女社交生

活以建立高尚的友谊。该联两周集会一次，由会员轮流演说，或作阅读报

告。④各教会也通过多样的宗教活动，配合区联的工作，吸引了学生入教。

如 1936 年，太原中华基督教会日常为学生组织学道、查经、祈祷、唱诗等

活动，是年有山西大学、太原女中、尊德女中等 20 余名青年学生受洗。⑤

华北教会组织的基督徒学生的活动，也常有非信徒参加，部分参加者也因

之入教。如潍县长老会地处学生荟萃之地，“学生 7 百余人，1934 年秋，

有五十多人记名，其中 20 人已经受洗”⑥。正是在各基督徒学联的筹划下，

①　 张钦章：《泰安萃英青年会近况》，《消息》1933 年第 6 卷第 1 期，第 46-47 页。

②　刘廷芳：《教会与学运》，北平，1935 年，第 19 页。

③　 《保定学运之面面观》，《保定青年》1930 年第 16 卷第 1 期，第 3 页。

④　 《天津学联近讯》，《消息》1931 年第 4 卷第 6 期，第 41 页。

⑤　 陈樱：《太原念余青年受浸》，《通问报》1936 年第 21 号，第 15 页。

⑥　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 年，第 579 页。

正文.indd   258 2022/11/18   8:49:23



教会与青年 259

华北地区的基督徒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但又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中断。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笃信福音学生联合会的成立。笃信福音学生

联合会 1925 年在美国成立，“宗旨为联络同志，在基督的真道上，共同勉励，

笃信不疑，作宣扬福音的圣工”①。中国笃信福音学生联合会则于 1933 年

7 月由华北的部分教会学校师生在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开会筹备成立，并

选出第一届职员，通过会章，聘请干事。② 该会追求信仰纯正，在入会资

格上要求初级中学以上肄业者为正式会员，会员必须信仰圣经为神之启示，

并诚心接受基督教基本的原理。③该会于 1934 年 8 月于滕县开第一届年会，

后于 1935 年 6 月在泰安萃英学校开第二届灵修大会，到会有燕大、协和医

学院、齐大、齐鲁中学、潍县广文中学、华北神学院等学校代表参加，有

专人讲道。④1937 年 6 月，该会又在济南召开第三届灵修大会，成为华北

地区基督徒学生的重要组织。

五运时期的基督徒学生运动，并不是单纯的宗教行动，而是密切关注

现实生活。因之前有人批评：“现在基督徒学生组织所以失却同学的信仰，

是因为不能有切实的工作，予人以生活上的挑战。没有生活上的具体试验，

基督徒学生的动是空中楼阁的动。”⑤ 故此时期，基督徒学生运动也积极

适应中国社会需求，当时国难日趋严重，学生对救亡运动与社会改造之事业，

极为关心，“且同时感觉宗教基础之微薄，故对信仰与使命之研究非常注

意”⑥。在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新生活运动后，基督徒学生运动也紧密配合，

教会即建议应当提倡服用国货，从事乡村服务工作，举办义务教育，改进

劳工生活和改良校风等。华北基督徒学生运动也认识到社会改造的重要性，

故该运动不再单纯重视宗教工作，而是与社会密切联系，更加关怀社会现

实与民众，活动也涉及乡村建设，参与救国等多方面活动，积极融入当地

①　 《滕县笃信福音会成立》，《兴华周刊》1933 年第 30 卷第 34 期，第 26 页。

②　 《中国笃信福音学生联合会成立的经过》，《生命》1934 年第创刊号，第 58 页。

③　 《笃信福音学生联合会会章》，《晨光》1933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74 页。

④　 《中国笃信福音学生联合会第二届灵修大会》，《通问报》1935 年第 30 号，第 7 页。

⑤　吴耀宗：《基督徒学生动了》，《学联会年刊》1931 年 2 月 28 日，第 30 页。

⑥　 《学生事业之决议案》，《消息》1936 年第 9 卷第 4 期，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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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中。

基督徒学生运动为教会青年事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作为新兴的运

动，也存在诸多不足。当时各教会的学生组织太过分散，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有教会人士坦承：“试将学生的组织来解剖看看，一个学校的团契或青年

会里有中学生，有高等小学生；有男女分组的，有合组的；此外自然还有

大学中学高小学生单独组成的。这样在一个市联区联或是全国‘学运’里，

就会有自十岁儿童以至二十五三十岁的男女契友”①。部分学运工作还偏

重于零碎且因循的活动，如各种异名而同性质的交际会、退修会及事务方

面的会议，且部分活动多是停留在口号宣传，而甚少付诸实践去解决问题。

同时，基督徒学生也因受繁重学业及中国各类现实问题所困扰，有忽视内

部宗教生活的倾向，“很少有人看到基督教生活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或

者自由精神与教会经验，才智之间的关系。”② 此外，当时教会内也缺乏

专门从事学运的人才，导致活动的影响范围有限，未能与中国的学生运动

有紧密联系。

五、结语

1930 年代，五年运动发动后，在华教会也充分认识到了青年事业的重

要性，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必须建筑在青年的身上，故华北基督

教特别注重青年事业的开展。华北各教会团体和机关，尽力投合青年的心

理和志趣，使他们能情甘自愿的参加，更通过参与青年与宗教运动与基督

徒学生运动，拉近了青年与教会的距离，这也是基督教本土化的积极体现。

青年事业的推行，缓和了教外青年与教会的冲突，也使得部分青年改变了

对教会的态度，部分青年也加入了教会，这为教会的发展储备了本土青年

人才，也利于教会自治的推进。

从华北基督教青年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中国青年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及

①　 叶楚生：《“学运”进展中的几块暗礁》，《真理与生命》1934 年第 8 卷第 4 期，第 169-170 页。

②　 L.M.S Annual Report from Myfanwy Wood Station Peiping, Aug 17th,1936,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North China,1866-1939, Box,No.11,1935,No.201,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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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也有所减弱，部分青年也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如有教会人士提道：

“从前对于反基督教的口号，标语和言论，近来一律不见不闻，就是在国

立学校里，青年对于基督教的偏见也减少了。反之，在另一方面，不但没

有这种很深的偏见和疑惑，却有许多青年要来研究基督教，要来认识基督

教，要看看基督教到底有没有采取的地方。”① 更有部分反对基督教的青

年加入基督教。如 1935 年北平远东宣教会在和平门帐篷布道时，曾有一青

年为俄国某大学毕业，以前非常厌恶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而听道受感后，

即在开会时亦帮助教会打鼓布道，并最终信主。② 当然从当时教会青年事

业重心看，则是注重学校青年甚于离校青年，城市青年甚于农村青年，这

也是其不足之处。同时，教会青年事业在各项社会服务上贡献较大，但在

宗教事业上虽然着力颇多，入教的青年却在少数，这也有违其初衷。随着

1937 年抗战的全面爆发，受战事的影响，基督教的青年事业大多陷入停顿。

①　涂羽卿：《中国青年与基督教》，《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民 25 年常会记录》，上海，1936 年，

第 56 页。

②　 潘仰贵：《和平门内帐棚布道志盛》，《通问报》1935 年第 39 号，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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