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传教士对 １９３７ 年
广东屠杀麻风事件的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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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后来华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社会对麻风病患采取漠视、 驱逐甚至 “活埋” 等暴力

处置方式， 开始用 “居养与疗灵” 相结合的方式救治麻风病患。 晚清民初， 传教士在华南和西

南各地多次观察到 “活埋或火烧” 处置麻风病患的暴力案件。 以马雅各为代表的医疗传教士，
以 １９３７ 年广东屠杀麻风病患事件为契机， 利用报刊媒体揭发、 外交路径影响和政治手段处置等

方式， 迫使国民政府制止使用暴力方式处置麻风病患。 医疗传教士的这些努力虽然无疾而终， 但

自明清以来 “患麻风者死” 的 “小传统” 基本终结， “文明尺度” 下 “隔离救济 ＋ 药物治疗”
的麻风院 ／ 村模式成为此后中国麻风病防治、 麻风病患救助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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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 年一位乡土医生在论及中国社会的麻风病及预防措施时称： “病人载道， 丑态毕呈， 惨

不忍睹， 兼之风俗陋习， 文化不开， 对于是项病人， 多加以虐待酷刑， 轻者则见逐乡里， 甚者必

致生埋活葬， 诚人生惟一之惨祸也。”① 此言不虚。 中国社会在处置麻风病患时， 经常施以暴力，
轻者遭驱逐而流离失所、 重者 “患麻风者死”。 明代虽有政府及慈善士绅举办的麻风院， 但杯水

车薪， 无济于事。 至明代中后期， 有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东来， 对于中国社会漠视麻风病患生命，
甚至虐杀麻风病患的行为， 多有谴责， 对惨遭深埋活葬的麻风病患， 则尽力救治， “令患麻风者

活”。② 对传教士而言， 令患麻风者活的主要方式是筹集资金， 为麻风患者提供食宿、 施以医疗、
传播福音。 此外， 当传教士主办的麻风院 ／村遭遇暴力事件， 如麻风病患被活埋或火烧事件时，
传教士一般也会抗争与揭发， 并呼吁制止类似的伤害事件。 从学术史看， 有关明清以来传教士揭

发中国社会虐杀麻风病患并予以救助， “令麻风病患者活”， 尤其是 １９３７ 年震惊全国的广东屠杀

麻风病患事件， 尚未见专题研究。 笔者在伦敦查阅近代中国的麻风病救济档案时， 在万国麻风救

济会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等馆藏的相关档案资料中均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揭发中国社会屠杀麻风病

患暴行及救助麻风病患的档案文献。 故就此问题， 作一长时段梳理与研究。

一、 惟活埋或火烧： １９３６ 年前传教士对虐杀麻风病患的揭发与救助

在杭州广济麻风医院和北海普仁医院均担任过救治麻风病患的医生沈永生看来： “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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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ｐｒｏｓｙ）， 恶疾也， 一名大麻疯， 古称大疠风。 吾国闽粤， 患者尤多。 彼辈之所以不得治愈者，
以其乏神医鲜圣药也。 该症形虽见于皮肤， 毒实积于脏腹， 其候先麻木不仁， 次发亦斑， 再次浮

肿， 破烂无脓， 渐致眉秃目损， 耳鸣声嘶， 鼻梁崩塌， 指趾节脱， 遂失其本相， 狞然可怖， 躯体

残废， 无以为生， 致家人离散、 戚友远避， 复遭同道所呵斥， 受经济之困难， 至此流离失所、 饥

寒交迫、 零丁孤苦， 颠连无告。 其境遇之惨， 吾尽不忍言之矣。”① 对中国社会而言， 麻风病系

“天刑”， 会传染， 对社会有较大危害。 道光年间陈炯斋称 “是疾能传染， 致伤合家， 得之者人

皆憎恶， 见绝于伦类， 颠连无告至此极矣。”② 惨遭家庭和社会抛弃的麻风病患， 生活无依， 大

都行乞活命。
地理大发现后， 欧洲传教士越大洋来华传播福音。 据笔者考证， 利玛窦在肇庆洗礼的第一位

中国天主教徒， 就是一位惨遭驱逐、 生命垂危的麻风病患。③ 意大利文 《利玛窦资料》 记载：
“中国第一个皈依的天主教徒是一个穷人， 他患有不治之症， 医生束手无策， 而家人又不能抚养

（ｓｏｓｔｅｎｔａｒｅ） 他， 故将他从家中抛弃至野外。 神父们获悉此事， 便去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天主教

徒， 其人肉体无救而灵魂可救。 此人看到家人对他漠不关心， 而探望他的是外国人， 觉得这是天

助， 便回答说他很乐意接受我们的圣教， 因为他觉得教导人们如此行善的圣教是真正的宗教。 神

父们于是让寓所的仆人们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搭起一个小屋， 每天从寓所给他送去其所需之物， 同

时向他传授圣教知识， 并在传授足够的知识后， 给他洗礼； 几天后他去世了。”④ 另据记载， “此
人系一穷人， 患有不治之症。 根据当时中国的野蛮习俗……他被赶出家门， 以便不被传染

（ａｍｍｏｒｂａｒｓｅｎｅ）”⑤ 两者结合， 可知利玛窦所救助并使其皈依的第一位中国天主教徒， 就是一位

麻风病患， 利玛窦也据此称这位麻风病患的皈依开启了 “一个伟大的事业”， “这样一件小事”
是 “一个最值得称赞的事情。”⑥ 这是有记载的传教士最早救助麻风病患的案例。 明清时期， 这

样的案例还有不少。
在福建福安地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维克多里奥·利奇奥在信中记载了 １６６７ 年他的同会神甫

莫拉勒斯对一位差点惨遭活埋的麻风病患救助的案例。 据称：
在 Ｔｉｎｇｔａｏ， 又有天主教徒向神甫通报， 大约在 １ ／ ４ 里格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户人家想

要把家里的麻风病人活埋。 神甫听说后马上与这位教徒一起赶往这个村子。 等到神甫赶到这

户人家， 他便看到一名奄奄一息、 发出绝望呻吟的麻风病人正躺在一个担架上。 这位麻风病

人感受到了神甫礼貌的问候和亲近的安慰， 也向神甫敞开心扉， 开始抱怨准备抛弃他的妻子

儿女， 抱怨他们因为恐惧这种可怕的疾病， 因此不但不敢靠近他， 而且准备将他活埋， 以避

免全家感染一起死。 神甫劝他不要难过， 告诉他并没有真正患麻风病， 可以治愈。 于是这名

麻风病人就被神甫和教徒带回教堂， 神甫命人在教堂中腾出一间专门的房子供他居住， 对他

进行治疗与护理。 结果， 这名麻风病人活了下来， 最终决定接受圣教的昭示入教， 他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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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也因此入了教。①

对麻风病的恐惧让该患者的妻子儿女都准备用 “活埋” 的方式断绝传染。 所幸， 莫拉勒斯神甫

对这位可怜的麻风病患施以救助， 最终如同利玛窦救助的 “可怜人” 一样， 得到了拯救， 并皈

依成为基督徒。
近代第一位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从一位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那里发现了 １８１９

年前后广州对麻风患者的冷漠， “大麻风是中国最可怕的不幸疾病， 患大麻风者注定会死， 即使

复元， 仍然会被亲属永远抛弃”， “在广州的欧洲人聚集点附近可见到相当多的麻风患者， 在寒

冷的冬夜， 许多麻风患者冻死在街头。”② 鸦片战争后， 基督教传教士， 尤其是医疗传教士， 对

这群被社会抛弃的麻风病患伸出了援助之手。
１８８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英国圣公会包尔腾主教批准拨款 １. ７５ 万港币， 令 １８８５ 年抵达广东最西端

北部湾畔的北海创办普仁医院， 为附近民众提供现代医疗服务。 在医疗传教过程中， 柯达医生发

现北海地区麻风病患甚多， 但大多未能得到有效照顾和治疗。 据 １８９２ 年英国圣公会年报， “ （当
时北海） 社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态度 （是不人道的）， （麻风病患） 有的被活活烧死， 逃跑的病人

被枪杀。 柯达在北海的两年期间， 有 ３００ 多个麻风病人被杀死， 有些则被赶出家门， 被迫和妻子

离婚， 不能与子女见面。”③ 为救治北海地区的麻风病患， 柯达开办了英国圣公会在华第一家麻

风医院———北海普仁麻风医院。 自从北海普仁麻风院开办后， 北海周边的麻风病患得到一定程度

的治疗， 相关史料中也再未见到当地 “活埋” 或 “烧死” 麻风病患的消息。
１９１３ 年初， 广西首府南宁的 “麻风病患被驱赶到一个淋满煤油的坑中射杀， 然后焚毁。”④

据 《申报》 记载， 南宁城外的麻风村已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居住着数十名麻风病患， 其日

常开销由当地天主教会承担。 天主教会希望建筑一座麻风院统一管理这些麻风病患， 但恐怕建设

经费不敷利用， 一面派人募捐， 一面向广西都督陆荣廷申请 “觅地建筑”。 陆荣廷表面上应允，
实际则派人在距离麻风村一里地处 “挖一大坑， 深约丈余”， 以 “发钱米” 为诱， “将疯人男女

大小共 ３０ 余名 （原有 ３９ 名， 内有 ３ － ４ 人出外觅食不回， 得免） 驱至该坑， 先充以松柴， 灌以

火油， 迫令疯人跳下， 继乃以枪轰击， 有死者、 有伤者、 亦有未伤未死者， 复加以柴油， 纵火焚

之。”⑤ ３０ 余名麻风病患无一幸免。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广东、 云南和福建等地发生多起诱杀、 活埋麻风病患的案件。 １９３２ 年，

广东梅县县长宣称要将辖区内麻风病患全部送往德国医院免费救助， “是日邑民之患疯者， 误信

前往， 群集县府， 玄因某种关系， 泄漏机密而此不幸之群众， 遂东奔西窜， 逃离四郊矣。”⑥ 最

后县政府仅诱捕三位妇女， 其中一位年逾花甲， 被游街示众后处以死刑， 而该县的麻风病患全部

逃逸不见。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福建汕头市普宁县二区公所队兵协同防军在流沙圩 “以麻疯重病， 传

播遗毒， 特行驱逐”， 有一位麻风病患 “不受警告， 为该公所捆赴沙坝地方， 将身上下泼盖以石

油及稻草， 即举火烧毁”，⑦ 该病患被活活烧死。
在云南， １９０７ 年美国内地会女传教士甘素珍 （甘素贞，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Ｓ. Ｍｏｒｇａｎ） 来华传教，

１９１０ 年驻守大理， １９１３ 年左右离会， １９１５ 年与宁波女教友谢静美等在云南楚雄创立自立会

（Ｍｉｄ⁃Ｙｕｎｎａｎ Ｂｅｔｈｅ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租中大街丁家房屋作福音堂。 在传教过程中， 甘素珍不但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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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亲眼目睹了楚雄地方残杀麻风病患事件。 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一份题为 《杀死麻风佬》 的卷

宗， 内含一封甘慧珍于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写给英国驻云南领事的信件， 信内详细记录了楚雄残杀

麻风病患案例。 甘慧珍写道：
我在楚雄区住了 ２０ 年了， 虽然我经常听说活埋麻风病患的传言， 但直到今年春天前为

止我从未被如此震惊于此。 我的中国护士说 ８０ 名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惟有 ４ 个案例我个人

敢担保是真实的： 一、 一天， 我正坐在药房， 一位乡下妇女进来告诉护士要一些流产的药。
护士告诉她这是不合法的， 并询问她遭遇的困难。 她说她丈夫是一位麻风病患， 他刚刚被活

埋， 她害怕孩子重滔覆辙。 二、 一位麻风病患在一名士兵的带领下来看一位我很熟悉的中国

医生， 士兵请求毒死麻风病患， 说他曾吞食鸦片但没死。 医生当然拒绝了， 然后问士兵为何

要毒死麻风病患， 并劝告他好好监管他。 三、 一位年青人来向我们的护士要钱买一只鸡， 说

他的弟弟就要被活埋了， 他们无法为他提供一顿肉食。 护士给了他两块钱。 此后的事情令人

非常伤心， 但传到我耳朵中时一切都结束了。 四、 一位传道员有一天回来告诉我， 他经过一

个地方时看到有人正在活埋 ３ 个麻风病患。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饱食一顿酒肉后是自愿的， 另

一些则抗争到最后一秒， 但是没有一人自杀。①

从甘慧珍的信中可知， 在云南楚雄活埋麻风病患现象并非个案。 作为家属， 面对 “患麻风者死”
的困境， 非但无能为力， 反而屈从。 已有身孕的妻子被迫要求甘慧珍给她打胎， 以避免麻风遗

传； 执行公务的士兵要求医生毒死麻风病患； 年青的哥哥为即将被活埋的麻风病患弟弟讨要一顿

肉食……面对残害麻风病患的种种不幸事实， 甘慧珍说： “我试图找出活埋麻风病患的原因。 当

然人们对此都沉默无语， 但是似乎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一个人自然死亡或暴力致死， 细菌会逃出来

袭击其他人； 惟活埋或火烧， 细菌才会死掉！”②在甘慧珍看来， 麻风病患及其家属不抗争的原因

在于害怕自然死亡的麻风病患尸体仍然会传播麻风， 故需要用 “活埋” 这种极端方式阻断。
如果说福建、 广西和云南对麻风病患采取 “活埋” 这样的非人措施以阻断麻风传染， 已属

不幸， 在广东， 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 则采取更为极端的 “毁尸灭迹” 方式， 即活埋或先杀

死麻风病患， 再以石灰掩埋， “以期除毒务尽， 而免遗害地方。”③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广东高要县马炳

乾县长 “突然下令将肇庆疯人 ６ 名， 用电船押赴峡口附近之山上， 先掘个大洞， 然后将 ６ 名疯

人， 推至洞内活活埋死， 而且洞内还放了不少石灰， 以防腐臭。 据说此法可以杀绝疯菌， 免致传

染。 在此事未发生之前数日， 闻已枪毙癞民 １１ 名。”④ 该年 １０ 月前后， 广东四会县驻军 １５１ 师

９０１ 团团长张淑民以四会县麻风病患 “四出强奸妇女， 希图转移疯疾， 影响治安极大， 若不铲草

除根， 殊难望其悔悟” 为由， “特派队四出搜索”， 几天内 “捕获疯疾男女 ２５ 名口， 经医生验明

染毒有据， 克日押往野狸岗执行枪决”， 然后将他们葬于一预先掘好的石灰大坑内。⑤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广东三水防军第四团梁团长， “将连日捕获之疯疾人邓泽等男女 １２ 名口， 执行死刑。 事后

用石灰将尸体掩埋于一二丈深之土坑内。”⑥

上述案例表明， 自明清以来至 １９３７ 年， 麻风病多发之华南、 西南地区， 实际上存在 “患麻

风者死” 的 “小传统”。 这种小传统认为麻风病是 “天刑”， 患病是 “天” 的惩罚， 拯救之道是

“善”， 感天动地自然可以痊愈。 但麻风病患大都家贫无依， 乞丐、 妓女和恶徒是麻风病患最常

见的职业身份， 明清社会对麻风病患的 “污名”， 成为暴力处置麻风病患的 “道德标准”， 甚至

超过了法律规范。 故此， 因麻风病患 “过失” 被杀， 杀人者 “不治罪”； 因麻风 “传染”， 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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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患， 杀人者 “不治罪”。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这种小传统不但是官方的立场， 甚至在一些

留学回来的精英身上， 亦有体现。 中华麻疯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有一次与上海法律学校一位留美

归来的福建籍年轻教授交谈， 说他刚刚从福建回来， 那里麻风病患的遭遇非常悲惨， 询问这位年

轻教授有何办法可以帮助这些麻风同乡减轻他们的痛苦时， 这位年轻教授毫无怜惜地回答： “是
的， 我知道福建有很多麻风人。 但是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麻风是不可治愈的。 对付他们的最佳

方法是： 杀死麻风佬！”①

正所谓 “病人是人世间最可怜的一种人， 而患麻疯病者尤为可怜。 可是在中国， 患麻疯病

的竟成为应该枪毙的犯人了。 这真是人世间的绝大惨事。”② 面对华南地区普遍采取的 “患麻风

者死” 的非人道方式， 传教士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救济。 早在 １９１３ 年初就有舆论评述称： “粤西

聚患麻疯者而歼之， 教士引为大戚， 西报严辞抗责， 实视以为野蛮之证， 而吾国人则对之漠然

也。”③ 再如 １９３６ 年底， 广东江门县地方政府将 ６０ 名麻风病人判处 “溺毙”， 幸亏教会拯救才幸

免于难。④ 待 １９３７ 年广东各县再次发生驻军枪杀麻风病患事件时， 以马雅各为代表的传教士四

处奔波， 揭发军队诱杀麻风病人真相， 希冀拯救麻风， 引起中国政府对麻风救济事业的关注。

二、 复活节诱杀案： 马雅各向英文媒体披露广东屠杀麻风事件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６ 日上海 《字林西报》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刊登了马雅各的一篇文章，
称： “数周之前， 阳江县毗邻驻军一位指挥官对麻风病人采取了非常敌对的态度， 公开威胁要将

该地区所有的麻风病人枪杀。 ……大屠杀之前 ４ 天， 军队方面张贴公告称麻风院的所有麻风病人

每天都可以收到 １０ 分钱。 从随后发生的事情看， 这显然成为军方试图将所有麻风病人集中起来

以 ‘枪杀’ 的证据。 因为每一位领钱的男女麻风病患都签下了他 （她） 的名字。” 在这场大屠杀

中， “据估计 ５０ － ６０ 位麻风病人被杀死， 其中女性约 １５ 到 ２０ 人。” 屠杀结束后， 军人们回到麻

风村， 抢劫了可以抢劫的一切， 然后 “烧毁了除教堂之外的一切东西。” 在过去 ２０ 年中， 这个

属于美国长老会的麻风村中所有居民都 “得到了正规的医疗诊治， 诸多人的病情等到改善， 其

中不乏转为不再传染、 不再恶化的病例。 ……其经济援助来自当地对麻风病患怀有善意的中国社

团， 有时候中华麻疯救济会和美国麻风救济会也提供一点资助。”⑤ 最后， 马雅各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 中华博医会对阳江县麻风村的这场有预谋的屠杀及随后士兵对该村的劫夺表示哀悼； 第

二， 此种或类似暴行直接违背广州政府已经颁布的严禁骚扰麻风病人的法令。 暴行只会让麻风病

人四处躲藏致使该种疾病扩散； 第三， 大会即刻向南京和广东政府提议严惩凶手， 以合适措施保

护麻风病患， 尤其是那些正在接受医疗诊治的麻风病患免受骚扰。
４ 月 ７ 日， 正在参加中华麻风救济会第三届全国大会的马雅各给万国麻风救济会的干事安德

森 （Ｗ. Ｈ. 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写信， 称他很想就大会发生的诸多事情向他报告， 但他说： “我认为让

你知道我关于阳江谋杀麻风病人之事的行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件事非常急迫。” 在信中， 马雅

各继续说： “阳江隶属美国长老会， 都信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ｒｖｉｅ Ｄｏｂｓｏｎ） 医生在这里已经服务了很多

年， 负责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型的麻风村。 ……最近数月广东省针对麻风病人的暴行越来越频繁，
此次事件是这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惟一极端。 都信德医生也在大会现场……协会出版机构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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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的新闻报道发往欧洲和美国， 因此很有可能你在收到我的信之前就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这些

新闻。”①

马雅各的披露引起了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在随后数日中， 更多有关广东阳江这一起 “复
活节诱杀案” 被披露。

４ 月 １１ 日 《中国邮报》 刊登消息称： “有关广东南部阳江县 ５０ 名麻风病人被屠杀事件的更

多细节在马雅各昨日由该城寄来的信中被揭露。 该信暗示类似的暴行仍在继续。 信中称： 枪杀事

件发生在复活节 （Ｅａｓｔｅｒ Ｓｕｎｄａｙ） 早晨。 该日夜幕降临时， 惟一的幸存者逃到朋友家揭发了该事

件。 据幸存者说： 他听到士兵命令麻风病人集合的喊声， 因为这命令是在刚破晓时下的， 不合常

理， 他虽然被吓呆， 但感觉遇上大麻烦了。 于是他并未出去取钱而是躲在其中某一间屋子的排水

沟内。 他听到士兵们抓住了其它所有麻风病人并枪杀了他们。 士兵们知道逃走了一个麻风病人，
搜查了一整天但一无所获， 最终趁天黑之时被他逃走。” 对麻风病人的屠杀并未随着士兵们的暴

行而终结。 在同一封信中， 作者还列举同样性质的一件事情： “正是在那天早晨， 都市警察带着

一名大约 １１ 岁的麻风男孩， 后面跟着数以百计的市民。 男孩太小了以致于他不明白真正将要发

生的事情。 他们将他从那个其它麻风病人已经被枪杀的老麻风村带出巡街， 他们让他背对一名士

兵跪下， 然后从他前面对他开了三枪。”② 《中国邮报》 提请读者注意阳江的这一起诱杀案是一起

军方公然对抗文官政府的非法行为。 “也许整个事件中最危险的元素是如下事实， 即士兵们的这

些行动都是公然违抗广州市政府的命令。 一年前陈济棠将军签署过一条严禁攻击麻风病人的告

示， 该敕令下达到广东省的每一个县的法官那里， 而就在发生屠杀案的阳江还张贴着此告示。 这

些法令从未被撤销， 军阀以其人治取代法治，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③

４ 月 ２１ 日 《字林西报》 再次刊文称： “公众已经被广东军政府为保障公共卫生而决心将 １４０
名被诊断无法诊治的麻风病人处以死刑的新闻报道所震惊。 立法院委员叶夏生先生已经给广东绥

靖长官余汉谋将军、 广东省政府新任主席吴铁城将军和广州市长曾养甫发了一份咨询电报。 该电

报称： ‘根据媒体报道， 广东省政府决定处决大批麻风病人。 该消息令人发指。 麻风病人被指控

所犯何罪？ 因病惩罚前所未闻。 假如令尊或令堂得此疾病， 你们将如何处置？ 希望你们能够审慎

参考文明国家对待麻风病人的方式， 如此你们将避免陷入野蛮， 从凶手那里拯救无辜。 报道内容

是否属实？ 敬请速复。’”④

阳江屠杀事件后不久， ４ 月 ２５ 日晚上 ９ 点到 ２６ 日早晨 １ 点之间广州再次发生屠杀麻风病人

暴行， 是时， “广州市政府据说将 ２１５ 名男女和儿童麻风病人枪杀、 焚烧， 其尸体被扔进珠

江。 ……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洁之 （Ｌｉ Ｃｈｉｅｈ⁃ｃｈｉｈ） 下令逮捕所有在街上发现的麻风病人。” 经

过两位医疗人员的鉴别， 那些被确诊为麻风病的人们被军警集中关押并被枪杀。 “是夜， 住在附

近的人们被枪声和麻风病人的哭泣惊醒， 他们跑过去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时被这种恐怖深深震撼

了。 执刑人因为需要执行枪决的麻风病人数量众多已疲惫不堪， 在诸多麻风病人尚未断气前就将

他们扔进坑中活埋。”⑤ 该消息最早刊登在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４ 日 《中国时报》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ｍｅｓ） 的 “广
州快讯” 上， 昨晚被所有当地的日本报纸翻译和转载。

５ 月 ６ 日， 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就曾经报告过这场广东南部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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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Ｊａｍｅｓ 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ｔｏ Ｗ. Ｈ. 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７， １９３７，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ｐ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Ｔ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ｏｘ３６， Ｆｏｌｄｅｒ ２.

③　 “ Ｌｅｐｅ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ｉ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１９３７， ｐ. ９， Ｃｏｌ. ８. ， Ｔ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ｏｘ３６， Ｆｏｌｄｅｒ ２.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ｐｅｒｓ Ｓｔｉｅｓ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ｅｎｔ ｔｏ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 Ｎａｎｋｉｎｇ， Ａｐｒ. ２１，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１９３７， Ｔ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ｏｘ３６， Ｆｏｌｄｅｒ ２.
“Ｍｕｒｄｅｒ ｏｆ Ｌｅｐｅｒ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 ５ ｔｈ Ｍａｙ １９３７. Ｔ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ｏｘ３２， Ｆｏｌｄｅｒ ２.



十位麻风病人被残酷谋杀事件。①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１５ 名麻风病人在被承诺将他们安置到更好的更舒

服的地方后登上了两条船， 但这种尝试失败后， 他们被沉船枪杀。” 某英文报刊评论这是 “中国

某部当局消灭乡村麻风病的恐怖方式。”② 另一份英国联合报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则评论称

该事件 “仅仅只是目前在全面覆盖南方的 ‘灭绝麻风’ 运动中从广州传上海的诸多故事中的一

个……执刑者只被允许一粒子弹射杀一个麻风病人， 诸多被扔进石灰坑中的麻风病人其实并未死

亡。 文官政府尽了一切努力以阻止屠杀麻风病人， 他们意识到如此做只会造成麻风病传播越来越

广泛， 因为早期病人并不敢报告他们患了麻风病。”③

英国某报纸援引来自上海的消息后， 对中国人对待麻风病的态度有非常精辟的描述， 该报认

为： “不同地域甚至同一省域的不同部分的中国人对待麻风病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是敌视。 在福建

南部， 民谚称 ‘宁与麻风共枕眠， 不愿癞邻穿街遇。’ 另一方面， 福建北部视麻风病为极端恐惧

之病， 将之驱逐去家。 在中国极西的藏区民众非常恐惧麻风病以致于将富裕的麻风病人活埋， 将

贫穷的麻风病人缝合其身体后活埋。 然而， 公平点说， 对待麻风病患一种比较粗鲁的安乐死方式

是麻风病人首先被灌酒或吞食鸦片以令其在无意识中死亡。”④

马雅各在 ５ 月 ２６ 日给安德森的信中揭示了为阳江屠杀， 尤其是为广州屠杀 “正名” 的困难

与无奈。 他说广州屠杀 “相当真实”， 但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事情变得非常困难与无奈。 第一，
“有关广州屠杀的所有中文报道都被禁止刊登。” 第二， 他曾经写信给中华博医会的会长问如何

看待并如何处理屠杀事件时， “会长回信说他已经向广州政府递交了最为强烈的抗议书， 但仅仅

收到广州政府否认有屠杀的回复。” 第三， 没有目击证人敢直面驳斥政府否认屠杀麻风病人之

事。⑤ 除了向英文媒体披露外， 马雅各还将他收集到的证据向英国驻华使馆揭露， 希望通过外交

压力促使中国政府解决戕害麻风病患问题。

三、 真相： 来自阳江和广州医疗传教士目击者的 ８ 份证据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有一个题名为 《广东屠杀麻风病患》 的卷宗， 系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英国

驻北平使馆的布莱克伯恩 （Ａ. Ｄ.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收到马雅各有关广东二起戕害麻风病患的 ８ 份文

件汇总， 其中 ５ 份是阳江 （Ｙｅｕｎｇｋｏｎｇ） 案件， 另 ３ 份是广州案件。 马雅各在信件中， 概述了这

些文件的主要内容及信息来源。 他说：
第一份文件详细诉说了阳江案件的起因， 其来源系美国长老会驻阳江， 在化民博济医院任职

的医疗传教士何林医生 （Ｊ. Ｈ. Ｈｅｒｒｉｎｇ） 写给正在上海出席中国博医会大会的另一名美国长老会

驻阳江， 在牛角巷医馆任职的资深医疗传教士都信德的信件中披露的， 该案由都信德医生递交大

会讨论； 第二份文件系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２ 日何林医生就屠杀事件以及该事件随后一些细节致联合出

版社哈里斯先生的信件的复印件； 第三和第四两份文件是 ４ 月 １８ 日和 ４ 月 ２０ 日何林医生致哈里

斯进一步信件的复印件； 第五份材料是两组照片， 第一组是士兵们正在焚烧一个麻风村， 第二张

照片关于某一个麻风病患的尸体被士兵们扔进石灰池中。 这些照片是借来的， 必须归还。 关于广

州事件， 当我听说此事随即此事为广州当局否认后写了一封航空信件给基督教同寅会医疗传教士

及岭南大学孙中山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老恩赐医生 （Ｆｒａｎｋ Ｏｌｄｔ）， 请求他如果屠杀事件属实且未

被夸大， 则即刻用 “真实” （ｔｒｕｅ） 这个单词回电报告诉我， 我很快得到写着 “真实” 一字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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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⑤

④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Ｌｅ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６ Ｍａｙ １９３７， Ｔ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Ｂｏｘ３２， Ｆｏｌｄｅ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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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该事件同样有三份文件。 其中第一份文件系屠杀之后到我写信给老恩赐医生之前收到的来自

广东医药传道会和康乐村岭南大学医学部的医疗传教士嘉惠霖医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ａｒｄｅｒ Ｃａｄｂｕｒｙ）
在屠杀之后即时写给我的； 第二份文件系老恩赐医生随他的回电而来的信； 第三份文件系医生随

后的另一封信的摘要， 当然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其他公共卫生工作的。① 这 ８ 份档案， 提供

了广东阳江和广州屠杀麻风病患 “真相”。
在标号为 Ａ１ 的文件中， 何林医生称：

复活节早晨太阳初升之时， ５０ － ６０ 名基督徒男女麻风病患在广东南部阳江教会医院的

麻风村被士兵卑鄙地谋杀。 这个在阳江福音医院的医生和其他朋友管理下的麻风村已经有

２０ 多年历史， 很好地迎合了当地麻风病患的需求。 在此期间， 麻风病患得到了正规的治疗，
他们中的诸多人病情缓解， 有些甚至不再复发以及不再传染他人。 麻风村的资金援助来自当

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华人社团， 中华麻风救济会和美国麻风救济会亦提供了不少帮助。 有限

的援助资金经常入不敷出， 因此麻风病患乞讨为生也不在少数。 数周之前临近地方的一位高

级军官对这些可怜人采取了非常敌对的态度， 预示着不久之后发生的屠杀事件。 他将内含此

态度的信送给当地官员， 于是一个有关处理麻风病患的会议被立即召开， 文职和军职机构都

被邀请与会。 屠杀前的几天， 军方向麻风病患公告称麻风村的所有麻风病患每日均可以收到

１０ 分钱。 现在清楚了， 公告的目的是试图集中所有的麻风病患以便枪杀他们。 领取 １０ 分钱

的每一位麻风病患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如此持续到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早晨麻风病患

们被集中以领取钱， 但当他们集中时， 士兵们将他们分开单独捆绑， 将他们拖出村子逐一枪

毙。 村外挖了两个大坑， 男麻风患者被扔到一个坑中， 女性则被扔到另一个坑中， 然后铺上

石灰， 再填满坑。 被杀的麻风病患中有 １５ － ２０ 名女性， 其余是男性。 之后士兵们回到麻风

村， 打破一切可以藏钱的瓶瓶罐罐， 然后烧毁了教堂之外的大多数地方。 士兵们为此暴行负

全部责任， 地方政府并未参与其中， 并且尽可能对麻风村提供帮助。 此外， 此次暴行直接违

反了广州当局于一年前颁布到广东所有城镇， 包括阳江在内的公告， 即不得骚扰麻风病患。
实际上广东省政府最近数年的态度对此很有助益。 长久以来， 每一个麻风病人都如同落水

狗， 被迫四处躲藏乃至被驱赶， 没有一位麻风病患胆敢出来治疗或坦认他患了麻风病。 麻风

病最易传染的阶段是病发早期， 而此时又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很明显， 残酷对待麻风病人的

举措其结果事与愿违， 只会令该疾病传播愈来愈广。 中国博医会为谋杀阳江医院麻风村麻风

病人的预谋及士兵随后的抢劫感到愤怒。 撇开对如此暴行的自然愤怒， 此种和类似行为， 直

接违反广东政府有关严禁残害麻风病人的法令， 惟有驱使麻风病人四处躲藏而导致该疾病四

处蔓延。 大会立刻呼吁南京和广东政府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惩处凶手， 保护麻风病人， 尤其是

阻止残害正在接受医疗的麻风病人。②

何林医生的证词表明， 阳江地区的麻风病虽然和广东其他地区一样， 相对高发， 但经过福音医院

的医疗传教士 ２０ 年的治疗和照顾， 阳江的麻风病情没有扩散， 麻风病患也没有传染更多的正常

人。 复活节的屠杀事件， 是阳江驻军有预谋的诱杀事件， 军方手段残忍， 暴力处置结果并不有利

于麻风病的真正解决。 因此， 他呼吁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手段， “保护” 而非 “残害” 麻风

病患。
随后， 在标号为 Ａ２ 的信件中， 何林医生进一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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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６ ／ ２７２，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周日晚上天刚黑时我被叫到屋外， 我被告知有一位麻风病人在门外要见我。 我见到了麻

风村惟一的幸存者。 他像一片树叶一样颤抖， 害怕死亡。 他告诉我早上当他听到士兵很早召

集村里的长者便意识到会有麻烦发生。 他立即躲到一间屋子下的排水沟里， 不愿意和其他人

一样去领钱。 他听到士兵们抓住了其他所有人， 后来听到他们都被枪杀了。 士兵们知道还有

一位漏网之鱼， 搜查了一整天， 最后徒劳无功。 天一黑， 他便逃出来找我们， 他惟一的朋友

们。 我们给了他温暖的衣服、 食物， 并建议他去东莞德国人的麻疯医院。 他的病情已经控制

住， 不会在路上传播麻风病。 在我们医院边上每周三有麻风诊治。 在这个刚过去的周三， 我

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发生。 一共来了三位麻风病人， 一位老人， 一个男孩和一个妇女。 我问他

们是否听说其他麻风病人被枪杀的事情， 他们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们这个悲剧， 然后以多余

的语气说他们尽他们最大努力远离此地。 在过去数日我们遇到几个人指控我们窝藏麻风病

人， 要求搜查。 这是村长希望借机驱逐所有的麻风病人。
恰恰在今天早上一位仆人跑过来告诉我他们刚刚从我们房子里抓走一个麻风病人准备枪

毙他。 我跑出去看， 发现警察抓着一个大约 １１ 岁的小男孩， 数百人跟在后面， 他太小了以

致于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他们把他抓到老麻风村的其他麻风病人被枪毙的地方， 那里站

着两名士兵。 他们让他背对士兵跪下， 在他倒下前开了三枪。 这个小男孩 ３ 个月前逃离麻风

村， 生活在废弃的树棚和茶屋中。 我曾经相当近距离观察过他， 知道他曾经的惨状， 死亡对

他个人而言我觉得是好事。 士兵们并未挨家挨户抓捕麻风患者， 惟有那些被赶出村子以及无

处可去的麻风患者被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经费建立并维持麻风院以收容这些麻风病患， 那

么他们就没有必要沿路乞讨， 也就不会被枪杀。 周一早晨医院的一小组基督徒来为这些麻风

病患收尸并举行了弥撒。 此事令我非常痛心， 因为我知道每一个麻风病患的名字。 一个士兵

说一位年长的麻风患者在被枪决前请求能够阅读一段 《圣经》 以作为小小的祈祷。 这个请

求被拒绝了， 后来这位麻风病患向其他人喊： ‘不要害怕， 很快我们就能进入天堂， 再也不

用遭受任何痛苦。’ 我返回村子， 数百村民捣毁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百年老树被锯倒在地，
房屋的每一处都被仔细翻过， 他们认为或许可以找到一些钱财。 麻风病患活着时人们从不敢

来此， 但是他们不敢接触任何麻风病患曾经使用过的东西。 有一些谣言随之传播， 其中最离

谱者谣传我们这些外国人花钱雇佣麻风病患传播麻风病。 屠杀事件之后军队张贴公告称麻风

病人行窃。 这是违背让麻风病患自由流动的公共卫生政策的。 年青的麻风病患被指控强奸农

村女孩。 全市的盲人担心他们将成为下一个枪杀对象而躲起来。 每一个人都在窃窃密语这场

残杀。①

在这份信中， 何林医生提供了他亲眼目睹的一位 １１ 岁麻风病孩被士兵枪毙的情形， 证明阳江事

件确实存在。 此外， 贺医生对军方残害麻风病患可能带来的恐慌与谣言， 作了敬告。
在 ４ 月 １８ 日标号为 Ａ３ 的信中， 何林医生进一步说： “距上一封信到现在， 只有另一名大约

４５ 岁的麻风病患有一天下午被抓， 整夜吊在警察局前马路边的一棵树上。 他以为他可以自杀

（前一天早晨他吞食了鸦片）。 我去看他的时候距离他被捕已经 ３０ 小时， 他仍然没死， 但神志已

经不清。 另有 ３ 个麻风患者害怕被枪杀而悬梁自尽。 我们不知道谁在这场屠杀中担任真正的领

导， 但是据几位当地人说是阳江驻军指挥官， 因为他在数个场合公开指责麻风病患沿途乞讨现

象。 他是广东军 １５４ 师的军官。 当地政府似乎提供了帮助， 至少最近两位麻风病患是由警察抓捕

而后被枪杀的。 阳江地区麻风病患众多。 过去地方政府尝试花钱筹建麻风院收容麻风病患。 但是

中国政治的现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随人迁， 当政府高官改变时地方官员也随之变化。 这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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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阳江未足数月的外来军官对麻风病患缺乏同情心。”①

在 ４ 月 ２０ 日标号为 Ａ４ 的信中， 何林医生补充说： “两位安息日屠杀时不在村里的麻风病患

逃过一劫， 他们害怕被捕而躲藏起来， 甚至连乞讨都不敢出来。 前天他们决定午夜回村取他们为

应付危机而藏起来的钱。 但因为士兵和村民之前的抢劫而一无所获。 在他俩在路上行走时被一位

近城的警察发现并逮捕， 被吊在警察局前路边的树上。 我在下午 ２ 点听说此事后在医院召开会议

决定与警察当局交涉以便营救这两位已经 ３ 周没饭吃的麻风病患。 医院的医生去了警察局询问如

果医院能够为这两位麻风病患提供食宿和医疗， 保证他俩不会出来乞讨， 是否可以释放他们。 警

察局的回复是他们无权如此处理。 之后这位医生又去公安署咨询， 他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随后他

又去了咨询管理士兵的军官。 军官告诉医生他不会释放这两位原本早已应被枪杀的麻风病患。 他

说士兵们并未抓捕麻风病人， 他们只是枪杀那些被移交者。 他说村长们将麻风病患移交给士兵

们， 枪决他们则是士兵们的责任。 他还说士兵们并没有枪杀那些病情较轻的麻风病患。 我们问他

是否知道有 ５ 位完全康复的麻风病患在安息日那天被杀。 他说他们没有时间去查核。 这两位被捕

的麻风病患一位是 １５ 岁的男孩， 另一位 ３５ 岁。 他们在下午 ４ 点被枪毙。”② 何林医生再次目睹

了两位阳江事件幸存者被军方枪杀的情形。
广州的嘉惠霖医生在编号为 Ｂ１ 信件中说： “您或许已经听说最近发生在广东针对无辜的麻

风病患的大屠杀， 我将告诉你刚刚发生新案例。 一位中国官员和一位细菌检验官宣称这是真实的

事件。 人们相信自从宋子良数月前到广州， 与 ‘新宋’ 姑娘夜夜笙箫后， 他对麻风病有了新认

知， 他认为他现在正在忍受煎熬。 他对麻风病变得如此愤怒以致于他认为广东的麻风病患必须为

他正在忍受的痛苦负责， 因此他下令对无辜的麻风病患发动大规模的屠杀。 余汉谋将军同意了这

项要求， 即便在广东最偏远的乡村地区士兵们也被允许枪杀看到的麻风病患。” 广州市警察局接

到铲除麻风病患的命令， 任何怀疑得了麻风病者均被送往广州市警察医院核查， 凡核查麻风杆菌

消极者被释放， 积极者被移交到拘留所， 他们都被告知等政府新的麻风院落成后隔离他们。 然

而， 他们都被枪杀、 扔到井里焚烧。 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被打死却也被烧死。 上周某天超过 １００ 人

被枪毙， 另一天则超过了 ２００ 人。 很明显过去数周数以百计的麻风病患被枪毙。 我虽然未能亲眼

证实这些情况， 但消息来源完全可以确信。”③

在编号为 Ｂ２ 的信中， 老恩赐医生说： “昨日发给你的电报中用了 ‘真实’ 一词， 毫无疑问，
它意味着 ２００ 名麻风病患被屠杀的故事是真实的。 每一位与我交谈的人都相信 ２００ 是最保守的数

字， 最高可能达 ４００ 名。 在政府否认这一切时一些人说他们亲眼看到， 另一些人说他们听到枪

声。 有一位说这一切发生时他正好骑自行车经过。 但是现在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切。 因为目击者

的否认现在很难取得证据。 嘉惠霖医生说他早已写信告诉你细节， 因此没必要重复。 这一次是我

第四次听说类似事件， 第一次被报道在四会 （Ｓｚｅ Ｗｕｉ）， 第二次在高明 （Ｋｏ Ｍｅｎｇ）， 第三次在

阳江。 一位中国人昨天对我说 ‘因为政府否认了， 这是真的。’ 我不知道更多的其他细节。 我认

为基于上述情况现在很难取证。”④

在 ６ 月 １１ 日的信中， 老恩赐医生补充说： “自那之后只有一位证实广州事件。 广州一位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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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医生听说屠杀麻风病患事件后当夜转辗难眠， 他叫醒司机开车送他到白云。 他看到装尸体

的坑穴， 衣服散落在地上， 那些参与执行死刑的人在工作结束后正在洗手。 这是自从广州官方否

认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谈论其见闻。 我不想提到他的名字以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①

广州屠杀麻风事件被两位在广州外国医生、 目击者揭露， 事发经过和缘由与阳江事件基本一

致， 医生们相信这类事件背后是广东政府当局的纵容和有意为之。 马雅各相信他的同事们的判

断， 故将这些信件作为 “证据” 递交给英国驻华使馆， 以求关注。 马雅各于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７ 日在

给万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安德森的信中说： “中国政府比较容易受到来自西方的观点的影响。”
他希望通过英国的外交压力令中国政府， 至少令广东地方政府屈服并制止类似的屠杀事件， 但他

不知道这样的揭发与压迫是否有效， 他说： “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令中国驻英国大使关注此事，
以呼吁 （中国） 对类似暴行地制止。”② 马雅各的担忧不幸成了事实， 英国外交部门并未采取他

和其他传教士所希望的压迫中国政府的措施， 甚至连他提供的证据， 也没有归还， 而是将之汇

集， 存放在了档案馆中。

四、 无疾而终： 失效的外交途径和政治手段

对于马雅各提交的有关广东屠杀麻风病人的信件及证据， ８ 月 １３ 日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致英

国外务部的报告宣称： “１. 继续编号为 ２７２ 的 ７ 月 ２ 日的电报， 我将非常荣幸将来自帝国广州领

事馆有关今年 ３ － ４ 月间广州附近白山、 阳江和广东其它区的大屠杀的进一步细节的急件复件传

送给您。 ２. 有关大屠杀更多的进一步证据系由事发地的医生们在信中提供的， 它们是应我之要

求由我们的英国臣民， 万国麻风救济会、 汉口协和医院、 一位中国公认的麻风病权威、 现在正在

参加上海举行的中华博医会大会且该大会讨论并提议保护麻风病患提案的马雅各医生提供这些信

件的复印件。 ３. 这些信件的作者的名字在马雅各信件的信封中都有显示， 复印件中也附录了这

些名字。 应避免将这些名字公诸于众。 因此， 我认为应该避免将他们的信息暴露给英国帝国麻风

协会或其他有兴趣的机构。 同时， 或许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应考虑建议将标注为 Ｂ１ 的 ５ 月 ４ 日信

件中有关宋子良先生与大屠杀有关的报告限制住。 ４. 包含在上述信件中的信息与广州领事馆急

件中的第三段非常相似， 暗示广东省政府并不能从指谪他们为凶手之事中全身而退， 这不仅仅只

是一种怀疑。”③ 上述 ４ 点内容十分肯定： 英国驻华使馆并不想张罗此事， 更不愿意介入涉及国

民政府高层， 尤其是蒋介石小舅子、 宋氏家族宋子良的指控， 因为这真的会引起中英外交纠纷。
英国驻华使馆官员的这一态度， 实际上已经预示马雅各的外交努力尝试并不能成功。 果然，

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在给马雅各的信中， “由于布莱克伯恩 （Ｍｒ.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现在南京， 我替他回

信给你， 对于你提供有关广东屠杀麻风病患的 ７ 月 １３ 日信件及附件表示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你

提供的信息， 亦为你致己身于危险而不顾以及复制相关通信表示感谢。 我觉得这些信件的签名应

避免公开。 我们已经根据外务部的要求尽可能避免暴露他们的身份。 两张照片随信返还， 但我将

它们复拍送往外务部， 相信你不会反对。”④ 使馆官员在回信除了感谢马雅各提供阳江事件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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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复印信件外， 表明了 “避免公开” “避免暴露” 的立场。 至此， 马雅各提请英国外交解决的努

力也未能得到有效施行。
事实上， 在马雅各向英国驻华使馆揭发阳江事件以迫使国民政府有效解决广东麻风病问题的

前 ３ 年， 即 １９３４ 年， 时任英国驻云南府总领事的哈尔定 （Ｈａｒｏｌｄ Ｉｖａｎ Ｈａｒｄｉｎｇ） 给英国外交部的

亚历山大爵士递了一份编号为第 ６０ 号的快件， 揭露了发生在云南的官方主导的屠杀麻风病人案

件， 目的是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利用治外法权对中国政府产生影响， 同样石沉大海， 不了了之。
在这份编号第 ６０ 号的急件中， 哈尔定说： “７ 月 １４ 日的 《新商报》 刊登消息称坐落于大理

府和云南府中间的楚雄区有超过 ８０ 名麻风病患自愿自杀成仁。 报告指出： ‘正式调查显示这些

人都是麻风后期患者， 无望治愈， 在没有来自害怕被传染邻人的外力强迫以及没有来自任何部门

教唆的前提下自杀了。’”① 为弄清真相， 哈尔定要求领事馆的医疗官， 即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沃特

森医生 （Ｄｒ. Ｗａｔｓｏｎ） 提供有关该事件更多的信息。 在沃特森介绍下， 在楚雄的甘慧珍医生在 ７
月 ３０ 日的信件提供了诸多细节。 根据甘慧珍医生的信息， ８０ 名麻风病患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她

指出： “在楚雄区的麻风病患被提供了一顿大餐， 在诸如 ‘酒’ 等饮品中下麻药， 然后被他们的

亲戚和朋友活活钉入棺材中。 地方官员对他们起了教唆作用。” 甘慧珍说之前在楚雄区北部的瑶

县 （Ｙａｏ Ｈｓｉｅｎ） 亦有麻风病患被地方保安团射杀， 暴尸荒野给乌鸦！ 甘慧珍并没有目击任何官

员唆使自杀， 她称第一个和第三个案例因麻风病患的亲戚向她或她的助手请求帮助而知晓； 第二

个案例是第二手信息； 第四个案例则是她的福音传道员目睹 ３ 个麻风病患被烧死。 因此， 她说

“没有一位麻风病患系自愿自杀而亡。”②在 １１ 月份的 《民国日报》 上， 哈尔定找到了新的证据

表明活埋和枪杀麻风病患事件是真实的， “由云南省长和民政厅厅长共同署名的法令规定： ‘禁
止诸如杀害麻风病患的悲惨行为， 活埋或强迫承诺自杀之类不允许重演。’ 这样一条法令毫无疑

问证实杀害麻风病患事件是真实的。”③

作为英国驻云南总领事， 哈尔定认为这一诱杀麻风病患事件证据确凿， 理应可以通过英国的

外交压力迫使中国政府作出改变， 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因为英国外交部门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件并

非英中外交纠纷的事件而给中国政府压力， 哈尔定本人也知道这一点， 他说： “即便希望渺茫，
我仍旧将此作为影响英国政府改变 （中国） 处置麻风病病患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无论是哈尔定还是马雅各， 他们向英国外交部门的揭发， 并没有成为 “最后一根稻草”， 屠

杀麻风病患的事件仍然存在。 对于传教士而言， 真正解决中国麻风问题的的首要之道是以 “科
学” 的观念、 “文明” 的尺度来催醒中国社会。

作为中华麻风救济会的医事顾问， 马雅各在寻求外交解决的同时， 利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召开第

三届全国麻风大会机会， 对阳江和广州当局屠杀麻风病患惨案， 再次作了揭发， 希冀中华麻风救

济会能向中央及广东地方政府请愿施压， 寻求 “政治解决”。 他在大会开幕式当天将广东屠杀麻

风病人的情况向大会作了汇报。 对此， 大会主席颜福庆在致辞中指出： “最后有一严重的问题，
要报告诸位： 就是广东方面， 常有杀害疯人的情事， 近来愈演愈烈， 甚至阳江的麻疯院被军队捣

毁， 更将麻风病人残杀数十名之多， 此等举动， 实觉太无人道！ 今日大会中， 希望各位会员共同

讨论， 想一妥善的办法， 一方面汇总具呈当局， 请求严惩肇祸主犯。”④ 《北华捷报》 称 “阳江

屠杀麻风病人这个问题在大会开幕式上被颜福庆正式提出， 并在当天下午就该事件提出了 ６ 条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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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① 这 ６ 条决议分别是：
（甲） 呈请中央卫生署转咨广东绥靖主任， 查明肇祸军队， 严厉惩办， 并采取有效方

法， 禁止同样事件之发生。 （乙） 呈请广东省政府严切注意该省麻疯问题， 加以适当之处

置， 及采取整个积极方案。 （丙） 建议广东省政府， 在可能情形下， 增设麻疯疗养院， 及乡

村诊疗所， 并鼓励初期治疗， 以减少晚期病人之收容。 （丁） 广东省政府对于上项提案， 如

有咨询时， 中华麻疯救济会极愿尽力答复， 提供参考。 （戊） 本议案分送吴铁城主席， 及宋

子良委员各一份。②

中华麻疯救济会虽然提出了上述解决方案， 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当事的广州政府推诿真相， 致

使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广东省建设厅厅长称 “外传粤省当局枪杀麻疯患者之说， 虽曾闻及， 是

否事实， 则未知其详。”③ 而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李洁之则明确宣告 “外传枪毙之说， 全属不确”，
他说： “据查本市患疯疾者不下数百人。 为维护民族健康计， 特令各分局侦查拘捕， 先交医院检

验， 再送市卫生局复验， 经检明确患麻疯重症者 ８０ 余人， 概送伶仃洋近小岛安置， 以绝传染；
稍轻者转送麻疯院医治， 其只属嫌疑无疯杆菌者一律释放。”④ 甚至中华麻疯救济会要求代为彻

查此案的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 亦只是根据广州方面的单方面报告即下结论称 “报载枪杀之说，
系属谣传”， 并建议各地建立麻风院收容麻风患者。⑤

至此， 传教士希冀通过外交压迫或政治请愿方式的解决之道均无疾而终， １９３７ 年广东屠杀

麻风病患案件不了了之。 中国社会仍然留存戕害麻风病患之事。

五、 小结： 回归 “文明尺度” 下的麻风院 ／村因应模式

明清时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 几乎没有一位是医疗传教士， 因此当他们面对惨遭社会抛弃

甚至被 “活埋” 的麻风病患时， 只能在教会或教堂内专辟一室予以救助， 这是一种施以 “疗灵”
为主的因应方式。 虽然相较数量众多的麻风病患， 此种方式显得杯水车薪， 难以为继， 但也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中不乏接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医疗传教

士， 当他们在华南、 西南等地重新遇到麻风病患时， 他们用 “医术” 和 “福音” 来因应， 即采

取 “疗身与疗灵” 并举的方式， 如英国圣公会举办的北海普仁麻风院、 杭州广济麻风院等。 与

此同时， 天主教传教士也突破单一的 “疗灵” 方式， 聘请医生到其所举办的麻风院 ／村为麻风病

患 “疗身”。 应该说， “疗身与疗灵” 并举的麻风院 ／村模式， 成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麻风救治的

主要模式。
当传教士遭遇他们所救助的麻风病患被 “活埋” 或 “枪杀” 这样的暴力事件时， 以马雅各

为代表的医疗传教士希冀通过中外媒体、 通过中华麻风救济会、 通过英国外交努力， 以 “舆论、
外交或政治” 叠加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或社会做出变更。 以 １９３７ 年广东屠杀麻风病患案件为例，
医疗传教士的舆论呼吁取得了广泛回应， 但外交途径或政治手段却未能取得效果。 在此情况下，
传教士也不得不转变视角， 以 “文明尺度” 重新回到筹建麻风院 ／村方式救助麻风病患。 此外，
他们的因应还是成功地引起了各界精英对此问题的关注， 以岭南大学教授周信铭为代表， 也提出

回归 “文明尺度” 下的麻风院因应模式。
周信铭认为中国社会对 “麻疯的偏见是到处可寻蛛丝马迹的”， “社会人都信疯病是最容易

·３０１·

医疗传教士对 １９３７ 年广东屠杀麻风事件的因应◎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ｅｐｒｏｓ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９ 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３７.
《大会提案一》， 《麻疯季刊》 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１ 卷第 ２ 期， 第 ３２ － ３３ 页。
《申报》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３ 日， 第 １３ 版。
《全市患疯疾者数百人， 拘捕后分交医院检验》， 《申报》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９ 日， 第 ４ 版。
《粤当局拘捕麻疯病人》， 《申报》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第 ４ 版。



传染的， 只要一看疯人， 就会接得疯毒了”。 在周信铭看来， 造成 “偏见” 的首要原因系中国社

会将麻风病视作 “道德问题而非病理问题”， 他说： “疯人不像病者， 病者可用外面的皮肤来隐

匿内部的病症， 患疯病者， 因为杆菌多在皮肤下层活动， 败絮不能用金玉掩饰； 狮一般的面孔，
无色彩的皮肤， 畸形的鼻子， 隆起的肌肉， 使原人的头脑， 动以疯病为天的惩罚， 堕落的象征。
疯病因之被看作道德的问题而不是病理的问题。” 针对中国社会对麻风病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
他提出： “我们已踏进文明的路上， 就要用文明的眼光对待疯人。” 而所谓 “文明的眼光”， 首先

因明确麻风病 “是病而不是罪。 病的原因是杆菌 （ ｌｅｐｒｏｓ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的活动”； 其次麻风是会

“传染的”； 最后， 他强调麻风患者在初期 “是可治的， 不用入院医治的”。 在此基础上， 他说：
“假使当局者明了这点常识， 就不致于把生命随意估价”， “用捕贼的方式拿麻疯人， 放逐荒岛，
不能不谓社会对疯人的一个虐待”， 麻风病 “既不如花柳和肺病的恐怖， 社会又何必张惶？ 隔离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只可用于重症的疯人。 轻而易举的社会政策， 就可在到处开设麻疯临诊所

（Ｌｅｐｒｏｓｙ Ｃｌｉｎｉｃｓ）， 施行药物疗治 （大枫子油的注射是有效地） 和灌注一般卫生常识。 若强要轻

病者入院， 徒使他们把病症隐讳， 不敢留医， 反使疯病得以广播。 监狱式的疯人院不必就是社会

的幸福。”①

医疗传教士方面， 早在 １９１６ 年美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谭纳来华考察麻风救济状况时提出筹

建麻风病院是传教士因应麻风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他说： “印度、 菲列宾等处， 竟有将患者拘禁

一室， 终身不令出外， 更有以之火毙活埋者。 同是人类， 如此待遇， 宁合人道主义？ 于是有教会

中人， 闻而悯之， 特为建设麻疯院， 集病者于内， 并授以种种职业， 使之自谋生计。 现在各国，
均有麻疯院之建设。 中国之杭州、 广东， 亦有焉。”② 按照谭纳的设想， 广建麻风院收容麻风病

患， 施以医药和福音， 授以职业以自谋生计， 既可解决麻风病患散处各地乞讨， 有碍卫生健康，
亦可保障麻风病患生命生计， 解除其被 “火毙活埋” 风险。 马雅各也认为 “疯疾多发生在乡间，
而城市疯人亦多从乡间而来， 故徒将市内疯人拘禁， 而从乡而来者仍源源不绝， 此举颇属徒劳无

益。 最善之法， 莫如将乡间之初期疯人， 予以医药治疗， 使疾病得愈， 于是市内麻疯之人， 自然

绝迹矣。”③

从这个角度看， 正是马雅各的揭发与努力， 自明清以来 “患麻风者死” 的 “小传统” 基本

终结， 麻风院或麻风村的 “隔离救济 ＋ 药物治疗” 成为此后中国麻风病防治、 麻风病患救助的

主要方式。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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