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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

———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

邵志择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
中心耶稣诞辰起初被沪人称为“外国冬至”，至民国以后逐渐以“圣
诞节”之名流行于像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成为近代中国最受欢迎
一个洋节。在其节日化的过程中，耶稣圣诞节遭遇到诸如冬至节、
孔诞、总理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民族复兴节等中国节庆的挑战。
尤其是被称为“土圣诞”的孔子诞辰，它是国民党政府法定的节日，
官方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由此形成了“土、洋”两个圣诞节
的竞争之势。民族主义者对洋圣诞的抵制一度十分强烈，但是，这
个原本宗教性的外来节日还是演变成了世俗化的狂欢节，至少在
民间社会中，洋圣诞几乎完全压倒了土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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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国冬至”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基督教传播

的一个中心，作为教中一大典礼，“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之庆典

弥撒为教民所知是可想而知的。① 上海开埠以后，尤
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之外的各类西方

人大量涌入，“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的庆祝便不再局限于教堂

之中，以西人家庭和西人社区为主体的世俗化过节

方式在租界中渐成气候，上海人对此不可能熟视无

睹。《申报》创刊之后，每届“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例有新闻报

道，从中得知，华人称之为“外国冬至”。

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４日，《申报》第一次报道“Ｃｈｒｉｓｔ－
ｍａｓ”时只说它是“耶稣诞日”②，在次年的报道中则称

之为“西国冬至”③。此后数年的报道中多用“西国节

期”，１８８１年又称“西人冬节”④和“西历冬至令节”⑤，
从１８８２年开始才有“外国冬至”之说，似乎是接受了

民间的俗称：

　　本月十六日系耶稣诞期，即华人所称外国

冬至节。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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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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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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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吴历（字渔山，１６３２—１７１８）是天主教徒，曾在

苏南一带传教数十年，他曾写过九首五言律诗咏耶诞弥撒礼，但是

未见其如何称呼耶诞。这些诗刊于《教友半月刊》（十三号），转载

于汤亦可编：《圣诞丛谈》，第１１８—１２０页，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４５。
《申报》壬申十一月廿四日（１８７２－１２－２４）第４页有《耶稣诞日》一

则：“二十五日则为西人之一大佳节，盖相传为耶稣诞日也。”此

处所说“二十五日”是指中国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恰好

也是公历１２月２５日。
《申报》癸酉十一月十二日（１８７３－１２－３１）《西人除夕》中说：“今日

系西人除夕，桃符万户，明日即元旦矣。筵开玳瑁，酒泛屠苏，将
与初六日西国冬至同一兴高采烈。”
《停公日期》：“本月初五、十二两日为西人冬节、元旦良辰。”载

《申报》，１８８１－１２－２３。
《西节悬旗》：“昨系西历冬至令节。”载《申报》，１８８１－１２－２６。
《令节停公》，载《申报》，１８８２－１２－２１。



本月二十六日为西人节期，即俗传为外国

冬至。①

明日为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耶稣诞辰，
即华人所谓外国冬至。②

从报道中可知，“外国冬至”之说一般用以解释耶稣

诞日，偶尔也直接说“今日系外国冬至节”。③ 在《申
报》从创刊到终刊所有关于“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的新闻和文

章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耶稣诞日”、“西国

节期”、“泰西节期”、“耶稣诞辰”、“西人佳节”、“西历

节期”、“令节”等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圣诞节”
才成为较为固定的中文节名，同时也常用“耶稣圣诞

节”“耶稣诞辰”，有时简称“耶诞”。值得注意的是，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④的中国“俗称”，自１８８２年以后只有“外
国冬至”和“西国冬至”。⑤ 把耶稣诞辰叫做外国（西

国）冬至，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冬至”的主体地位，也

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中国人是以本土冬

至节来观察这个西国宗教节日的。
中国的冬至节虽然在农历中不固定，但是耶稣

诞辰在没有置闰的年份则固定在中国冬至后三天，
以中国人的历法知识，这个外国节日是跟随着中国

冬至的，在不信教的中国人眼中，很容易视之为外国

人的冬至节。⑥ 《申报》曾在一篇报首论说中对此加

以澄清，认为“外国冬至”之说是中国人不了解中西

历法之不同所致，并特别强调这一天“乃彼国耶稣降

生之辰，西人节期以是为最重”。否认外国有冬至，
并把“外国冬至辄依中国冬至日以为准，迟三日而定

为节期”这种说法叱为“是真不思之甚矣”⑦！后来，
《申报》也曾数次驳斥过“外国冬至”之说，认为是“俚
谚无稽，殊堪一噱”⑧。

除了时间相邻，放假并群相庆贺也是中国人把

耶稣诞辰叫做外国冬至的原因。冬至在中国本是个

热闹的庆贺节期，“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

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⑨。
关于苏南一带的冬至习俗，《清嘉录》有这样的描述：

　　郡人（指苏州人）最重冬至节。先日，亲朋

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街道，俗呼“冬
至盘”。节前一夕，俗称“冬至夜”，是夜，人家更

速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

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

挂祖先遗容者。诸凡仪文，加于常节，故有“冬
至大如年”之谚。瑏瑠

《申报》对旅沪西人家庭庆贺“外国冬至”也有类似的

记述：

　　先期，各西人家俱用冬青、柏叶系作垂花

门，室中陈设辉煌，争相炫耀。届时邀宾燕饮，
尽日言欢，爇□瑏瑡炭以围炉，飞螺觞而醉月，暂抛

俗务，藉洗旅愁。各店铺更踵事增华，铺张场

面，而尤以福利为耳目一新，入其中，觉十色五

光，陆离璀璨。凡用物、食物，绫罗、绢帛、锦绣、
金银，以及珊瑚木难之瑰奇，锦贝文犀之美丽，
如入波斯之域，令人目眩神摇。平时送货至买

主家，悉用高大马车载运，兹以五色颜料就车上

写吉利语，以表祝忱，更令出店马夫穿五色衣，
戴假面具，高坐车上，若演戏然。瑏瑢

从场面上看，“外国冬至”的庆贺节仪确实与中国冬

至相近。
按照中国人对冬至日的理解，这一天寒气已极，

是阴阳易气之时，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应该庆贺，故

冬至这一天，商旅不行，官民一律停业庆贺，朝廷则

有正规的朝贺典礼。《申报》对冬至朝贺也非常重

视。１８７４年冬至这一天（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申
报》有如下报道：

　　今日节届冬至，凡在京文武各大官俱朝服

入贺，故本埠自道宪以次亦俱赴西门内万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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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年节停公》，载《申报》，１８８３－１２－２０。
《西节停公》，载《申报》，１８８４－１２－２４。
《申报》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西节停公》中说：“今日系外国冬至节

……各商家门前均以万年枝结彩，以示庆贺之意。”

为行文方便，以下用“耶稣诞辰”代替“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另有“洋冬”一说，但是在新闻报道中未见，在广告和少数文章中

出现过。

张荫桓在出使美国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耶稣诞辰之节，他也注意

到耶诞恒在冬至后三日，他认为这是以中国的冬至日为准而定

的，“中朔有定，西历靡常，或曰闰月、重日之所有所参差，何以西

族给假度岁之期衡以中历则不爽，固知声教之遐被矣。”参见《张
荫桓日记》，第９７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张荫桓的这个结

论是典型的文化本位观点。
《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载《申报》，１８８６－１２－２６。
《弥撒志盛》，载《申报》，１８９８－１２－２５。此外，《申报》在１８９１年１２
月２５日的《西节志盛》、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的《西人弥撒》、１９０３
年１２月２５日的《教堂弥撒》这三篇新闻中，分别对“外国冬至”

之说表示不屑。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八《冬至·迎至日》，上海，商务

印书馆，１９３９。
〔清〕顾禄撰，来新夏、王稼句点校：《清嘉录·桐桥倚棹录》，第

１８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顾禄的记述也为《申报》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２４日第５版《冬至话旧》一文引用。

原文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西节志盛》，载《申报》，１８９１－１２－２５。



行礼，其英法两租界之会审衙门，所有日常案件

俱暂停一日，以昭敬谨之意云。①

此后，《申报》每年都报道冬至朝贺并停公的消息。②

从历年报道中得知，上海道、县各属官员一般在冬至

晨五鼓齐诣西门内万寿宫③举行朝贺礼，先期有牌

示，同时知照租界当局停止公共公廨谳案一日。《申
报》每年报道耶稣诞辰，也必细述西国机构（如领事

衙门、银行）以及海关、会审公廨的休息日安排，从放

假来看，“外国冬至”与中国冬至是一样的。《申报》
每年报道冬至消息大多用《令节停公》、《令节停讯》
之类的小标题④，与报道耶稣诞辰最常见的新闻标题

《西节停公》、《西节停讯》几乎一样，有的年份，冬至

节与耶稣诞辰的停公消息在同一版面上前后并列，

更可见两节的紧密关系。⑤

“中国冬至节在圣诞节前二日或三日，年年如

此。它的外表节目有许多与圣诞节相同，就是冬尽

春回冬至一阳生等等，一部分意义和习俗也有相同

之点。所以圣诞节一传到中国，就被称为‘外国冬

至’了。”⑥从《申报》的报道来看，这个观察大致不差。
一中一外两个“冬至”，在清末尚处于“你过你的节，

我过我的节”的状态，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你过你的节，我也过你的节”
情况，中国冬至也因此在像上海这样越来越现代化

的都市中渐趋式微了。
民国肇始改从阳历，阴历年、节不被官方重视，

甚至不准民间过年。大概由于这个原因，１９１２年和

１９１３年的冬至，《申报》没有相关消息。自１９１４年

起，由于袁世凯尊孔复古，北京政府正式定农历元

旦、端午、中秋、冬至为四节，并在这一年冬至举行了

民国第一次祭天礼。１９１５年冬至前，袁世凯的帝制

活动也接近高潮，有人建议袁世凯在冬至节这一天

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建议虽然因时间仓促而没有被

采纳⑦，但是冬至却与袁世凯称帝扯上了关系。其

实，冬至古代本也是与君王直接相关的一个日子⑧，

明清两代更是国家三大盛典之一，朝廷的庆典与民

间的冬至活动并无关系。⑨ 虽然官、民同过冬至节，

但是，这个节日在官方实际上就是向皇帝（清末还有

太后）朝贺的日子。瑏瑠 冬至这天，天子祭天，官员向皇

帝行礼，百姓祭祀自己的祖先，中国冬至事实上分为

官、民两种过节方式。也因为这样，官方的冬至节仪

会随着政权的更迭发生变化，如清代的朝贺礼，在袁

世凯称帝前后变成了全国性的官方祭天礼，袁世凯

死后再不见举行。虽然冬至曾被北洋政府正式命名

为“中华民国冬至节”瑏瑡，准予放假以示庆贺瑏瑢，但是

国民党掌权之后很快便扫除一切旧节俗，官方也再

无冬至节礼。民间冬至礼俗虽然保留下来，但是缺

少了官方提供的仪式感，甚至在官方不许过旧节的

禁令下，报刊对冬至的报道也就淡化了。瑏瑣 从１９２７
年开始，《申报》再也没有专门报道冬至的新闻。瑏瑤

二　欢乐、狂欢的“圣诞节”

光绪初年的“外国冬至”活动主要局限在旅沪西

人社群中，《申报》的例常报道大多关注放假日期，对旅

沪西人如何过节仅有“悠游数日”、“相与燕饮为乐”、门
插冬青、柏树枝、悬旗等简单的介绍。较为详细的庆贺

情况首见于１８８４年对跑马活动的报道，新闻中特别指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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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公堂停讯》，载《申报》，１８７４－１２－２２。

辛亥革命那年也仍报道了公廨停公的消息，只是因上海已被革

命军占领，没有朝贺礼仪，因此也没有相关消息。

举行冬至朝贺礼的万寿宫在１８８９年冬至前重新修建落成，“美
轮美奂，气象崇闳”。见《庆贺令节》，载《申报》，１８８９－１２－２１。
《令节停公》这个标题有时也用于报道耶稣诞辰。冬至日及后一

日的相关新闻也用《令节朝贺》《令节庆贺》《庆贺令节》《节期停

讯》之类的标题。

如１８８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令节庆贺》报道冬至消息，紧接着的一条

关于耶稣诞辰的新闻《令节停公》。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两节的

报道也分别以《庆贺令节》（长至令节）与《停公庆贺》（耶稣诞辰）

并列于同一版面。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２２日，则把冬至节和“外国冬

至”的停讯消息合在同一篇新闻中。

汤亦可编：《圣诞丛谈》，第１４１页。

见《登极礼之所闻》，载《申报》，１９１５－１２－２０。
“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见前引《岁时广记》卷三十八。历

代帝王大多在冬至这一天在南郊祀天，就朝廷而言，这个节日与

尊君有关。

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第８９页，南昌，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２００２。

据《岁时广记》记载，冬至这一日皇帝受朝贺，百官须朝服进贺，

如大祭礼。历朝历代大多有冬至朝贺礼。
《申报》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１１版《冬节停止办公》这则新闻中

说：“明日（二十三号星期二，阴历十一月初一）系冬至节，经中央

定为中华民国冬至节，本埠各机关均循例停办公务。”冬至节也

简称“冬节”。

从１９１４年冬至到１９２６年冬至，《申报》也例有关于冬至节停止

办公的消息。

１９２９年冬至前，上海先施公司在一则广告中说：“外国冬至转瞬

即届，本年政府实行阳历，尤为应时令节”（载《申报》，１９２９－１２－
１６）。当时的政府废除一切旧节，强行推广阳历新年，要求各地

隆重庆祝“元旦”。这则广告透露的消息值得重视。它表明，由
于中国冬至不被官方重视，外国冬至便成了“应时令节”。

副刊上关于冬至的文章还是有的，但是一般也是在与耶稣圣诞

节对比的时候出现。



出这是“寓沪各西人”的遣兴之举。① 从１８８８年首次

对教堂耶诞弥撒的详细报道中也可看到，参加宗教活

动的主要是西人。② 光绪中叶以后，华人参与过节的

情况逐渐增多，如１８９２年耶稣诞日适逢礼拜日，“是以

租界中益热闹非常，凡执业于各洋行者莫不采烈兴高，
一骋其车水马龙之乐”，比中国新年更显繁盛。③ 租界

的大部分人口为华民，租界过节如过中国新年般热闹，
显然是华人“执业于各洋行者”以及一般居民一起庆贺

的缘故。教堂弥撒礼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信徒参与，
“教中人”、“入教者”、“中西教友”之类的称呼屡见于新

闻之中。１８９６年耶稣诞日，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的弥

撒礼吸引了附近入教者数千人之多④，新北门外大天

主堂也是中西教友麇集，教堂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

绝。⑤ １８９８年耶诞日，到虹口南浔路天主堂瞻礼的教

中士女多至三千余人，“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事也”⑥。
而在十年以前，教堂的弥撒礼还主要是西人参加，到会

人数不过数百。⑦

“初十日为中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不知

凡几。昨日为西国冬至，马车络绎前赴张园者又不

知凡几。中国人真不肯 辜 负 良 辰 佳 节 哉！”⑧这 是

１９０９年的情况，可见在清末的上海，外国冬至已如中

国冬至一样热闹了。民国以后，庆贺耶稣诞辰的热

闹气氛逐渐弥漫至一般社会生活中，而“外国冬至”
这个缺乏宗教意味的中国俗称，却逐渐向宗教味极

浓的“圣诞节”演变；另一方面，其宗教内涵又渐渐地

被“欢乐”、“幸福”乃至“狂欢”这些世俗旨趣取代，原
本纪念耶稣诞辰的宗教节日，遂变为许多上海人最

愿意花钱取乐的“狂欢节”。
耶稣诞辰纪念的世俗化，与教会组织自身的改变

有关。⑨ 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世俗化努力最

见成效，它所举办的耶稣诞辰纪念活动，宗教意味并不

显著。１９１３年平安夜，青年会请费吴生演说热度之升

降，并当场用各种电机做试验，演示给大家看。瑏瑠 １９１５
年耶诞前两晚，青年会在四川路总部连演文明新剧《基
督与世界万国之关系》瑏瑡，内容与宗教有关，而形式则

是世俗的新式戏剧。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青年会夜校

的耶稣圣诞庆祝会与冬季学生同乐会合并在一起，来
宾多达七百余人。同乐会除了演讲“耶稣圣诞为世界

最快乐之日”的道理之外，还请人演奏丝竹国乐，并演

滑稽新剧，又有“圣诞老人”与校长一起分发礼物，最后

才是演出耶稣圣迹故事。瑏瑢 １９２２年平安夜，青年会的

演出单中有新旧戏剧、音乐、滩簧以及各种游艺，而且

活动也移到了城内的九亩地新舞台瑏瑣，这已经很像是

普通单位的迎新游艺会了。

清末上海较大规模的弥撒活动一般都在教堂举

行，从《申报》的报道看，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民国以后

的教堂庆贺有了新的变化，１９１３年慕尔堂的欢祝耶稣

降生大会虽然以《圣经》与唱诗为主，但是已经添加了

钢琴独奏、双人小提琴合奏，牧师演说寓言一则，竟然

“滑稽可喜，合座为之粲然”。瑏瑤 天安堂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

２４日一早举行“圣诞节同乐会”，除了宗教演说之外，

还安排了幻术和滑稽表演，另有茶点供应。瑏瑥 庆祝活动

也越来越社会化，教会组织经常在圣诞前后组织慈善

活动瑏瑦，教会学校也加入庆祝行列。瑏瑧

进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圣诞庆祝活动已经越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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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瑦

瑏瑧

见《西人跑纸》和《令节跑纸》两则新闻，分别刊于《申报》１８８４年１２
月２５日和２６日。
《教礼志盛》，载《申报》，１８８８－１２－２６。这则新闻对弥撒活动的整个过

程有非常详细的叙述（３１９字），礼毕，“西人纷纷散归”。
《西人佳节》，载《申报》，１８９２－１２－２５。

⑥　《弥撒志盛》，载《申报》，１８９６－１２－２５。
《弥撒盛仪》，载《申报》，１８９８－１２－２６。

据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教礼志盛》报道，教堂于耶诞日举行弥撒礼

时，“西国男女络绎而至，约有二百余人，以次列坐”。由此可见，后
来一个教堂的弥撒动辄数千教中人士或教中士女观礼，大部分应

是中国人。因为直到１９００年，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外国

人总共只有７３９６人，１８９５年只有５１１４人。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

口变迁的研究》，“表４６：上海外国人人数统计（１８４３—１９４９年）”，第

１４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东吴：“通俗谈”（栏目），载《申报》，１９０９－１２－２６。

这种改变可能与庚子以后在华基督教组织展开的所谓“中华归主”

运动有关。
《青年会演说预告》，载《申报》，１９１３－１２－２４。

瑏瑥　《耶稣降生之纪念》，载《申报》，１９１５－１２－２３。
《青年会夜校开会记》，载《申报》，１９１７－１２－２５。
《青年会祀典预纪》，载《申报》，１９２２－１２－２３。
《慕尔堂欢祝大会记》，载《申报》，１９１３－１２－２６。

如尚贤堂在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１５年节期活动时，准备玩具等物品，并要

求各界士女与会者每人随带玩具和食物，分给孤儿院的孩子（《尚
贤堂之特别欣赏会》、《尚贤堂之盛会预志》，分别见《申报》１９１４年

和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１０版）。１９１５年过节时，宝山路济良所捐

购衣料，分给附设的新心学校各女生。麦家圈仁济医院同人自费

购买鞋袜帽等物，赠与住院的贫苦病客（《耶稣降生之纪念》，载《申
报》，１９１５－１２－２３）。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１８年圣诞节，友邻会都特开圣诞节

同乐会，专为四川路附近的人力车夫与乞儿募捐，车夫和乞儿参加

者极多（《耶稣圣诞之庆祝》，载《申报》，１９１８－１２－２５）。

１９１７年节前，上海各教会学校如约翰、沪江、麦伦、青年、清心、惠
中、东吴、中西、明强、昌世等校，都购置物品，装饰会场，预备举行庆

祝活动（《教徒庆祝耶稣诞辰预志》，载《申报》，１９１７－１２－２１）。１９１８年

圣诞节，法租界进德女学校及幼稚园各所有学生举行庆祝会（《耶
稣诞辰之礼节》，载《申报》，１９１８－１２－２６）。



会组织和西人社群，成为上海人普遍参与的一个欢乐

的节日。诚如青年会的吉尔达所言，圣诞老人“往昔只

临泰西各地，近乃欣然与中华人士相接，其所得之待

遇，日形隆盛而新奇”。由于中国人参与圣诞盛典的热

情极高，而各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形式“较往昔更为新

颖而繁多”，青年会的干事费吴生便专门制作了上海各

教堂和教会机构的圣诞庆祝安排，以供市民按图索骥

参加活动。吉尔达特别提到，并不属于教会的南洋公

学和复旦学校的学生，竟然自行举办圣诞庆祝活动，被
认为是破天荒之举。① 由于圣诞庆贺影响到中国、印
度、日本等国，“所以基督圣诞四个字，似乎已经弥漫了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心坎，真可称得起‘普天同庆’
了”②。西方庆祝耶诞的一些民俗也渐渐传到东方来

了，比 如“圣 诞 礼 盒”（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Ｂｏｘ）、“圣 诞 树”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Ｔｒｅｅ）、“圣诞叟”（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ｕｓ）和“圣诞片”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Ｃａｒｄ）等等③，非基督徒起而效仿，圣诞卡尤

其流行，人们“纷纷以圣诞卡片分赠亲友者，其言曰‘愿
尔有快乐之耶稣圣诞节’（ｗｉｓｈ　ｙｏｕ　ａ　ｍｅｒ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或有加言‘愿尔有安乐之新年’（ｗｉｓｈ　ｙｏｕ　ａ　ｈａｐｐｙ　ｎｅｗ
ｙｅａｒ）”④。“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ｕｓ”则逐渐成了圣诞节的标志。
《申报》第一次提及“圣诞老人”是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

《青年会夜校开会记》一文，此后也称“圣诞老翁”、“圣
诞叟”、“圣诞老”、“散克特老师”、“圣诞老公公”，２０年

代末以后，除了“圣诞老公公”偶尔一见，基本上都叫做

“圣诞老人”。头戴长帽、一把大胡子、身材矮胖、笑眯

眯的圣诞老人形象也被画图绘影印于报端。１９２０年

的“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就以圣诞老人的形象作为

刊头画，１９２２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ＴＨＥ　ＳＨＵＮ
ＰＡＯ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刊头右首也是圣诞老

人形象，这一年的这个形象几乎成了此后《申报》广告

中所有圣诞老人形象的模板。３０年代以后，圣诞老人

已近成了圣诞节的“形象代言人”，大量的冬节和圣诞

礼品用他作为广告形象。这个给人们带来礼物、欢乐

的圣诞老人也成了圣诞节“欢乐化”的象征。事实上，
至少在上海这个地方，圣诞节确已从一个宗教节日演

化成了一个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
民国初年，耶稣诞辰庆祝活动世俗化的一个明显

后果，就是庆祝活动越来越“欢乐化”，许多教堂或教会

机构举办的庆祝会都有“同乐会”之目。１９１３年，慕尔

堂的庆祝会叫做“欢祝大会”，整个活动的报道中充满

了欢乐的字眼，如寓言演说因滑稽而“合座为之粲然”，
小提琴演奏则使“闻者若有置身天国之乐”，最后是“尽

欢而散”，“是日男女老幼皆眉飞色舞，笑容可掬，花香

衣彩，益足以表现众信徒清洁优美之思想也”。⑤ 在

１９１７年青年会夜校所开之“冬季学生同乐会”上，《进步

杂志》主笔胡玉峰特别阐述了圣诞节快乐之旨，认为

“耶稣圣诞为世界最快乐之日，故本校今晚开会实有无

穷之乐”，希望同学们“共喻耶稣降生之理，得以用乐其

乐云云”。⑥ ２０年代以后，耶稣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以

欢乐为主题的节日。
一个宗教节日何以能如此欢乐？美国圣公会汉

口主教吴德施认为，基督福音可使尘世间的悲苦困难

顿归烟消云散，“而心灵中欢欣愉快之情，将油然而生，
勃然以发。是耶稣诞日虽逢诸今日，而欢乐庆贺，自不

将因之泯灭而末由泄露也”⑦。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

济认为，圣诞的精神就是“对人类表示美好意愿以及和

平”，“使能一年来日日有圣诞节，则此世界可称快乐世

界矣”。⑧

把圣诞节解释为和平与快乐的节日，也许与第一

次世界大战有关。在《申报》总编辑陈冷眼中，耶稣是

一个和平使者，他的降生是和平的纪念日，和平之纪念

日，自然“亲爱而和乐”⑨。八年以后，陈冷再次撰文论

耶稣圣诞快乐之原因，仍然认为这是由于耶教“和平而

快乐”的精神所致，每到圣诞节———

　　男女儿童，莫不欣喜；亲朋戚友，莫不酬赠。
家家有花树，处处闻笑谈；工商辍业以出游，学子

休息以寻乐。苟入耶教之国，无一不如是；苟信

耶稣之人，无一不如是。即在大战之中，亦且于

沟垒之间，互相欢赠而乐宴，是诚所谓和平与快

乐之大表示也。盖惟快乐而后能和平，亦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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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上海青年会吉尔达先生（Ｊ．Ｈ．Ｇｏｌｄａｒｔ）：《今年上海之耶稣圣诞节》，

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１９２０－１２－１９。

罗运炎：《基督圣诞精神》，载《申报》，“申报耶稣圣诞增刊”（ＴＨＥ
ＳＨＵＮ　ＰＡＯ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２２－１２－１１。

诚静怡：《耶稣圣诞———解放·表彰·世界的福音》，载《申报》，“申
报耶稣圣诞增刊”（ＴＨＥ　ＳＨＵＮ　ＰＡＯ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２２－１２－１１。

汪英宾：《非耶稣教徒之圣诞谈》，载《申报》，“耶稣圣诞增刊”，１９２１－
１２－２５。
《慕尔堂欢祝大会记》，载《申报》，１９１３－１２－２６。
《青年会夜校开会记》，载《申报》，１９１７－１２－２５。

美国圣公会主驻汉主教吴德施Ｒｔ．Ｒ．ｅｖ．Ｌ．Ｈ．Ｒｏｏｔｓ：《耶稣圣诞日

之感想》，载《申报》，“申报星期增刊·圣诞号”，１９２０－１２－１９。

Ｅ．Ｌ．Ｈａｗｋｓ　Ｐｏｔｔ（卜舫济）：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申报》刊发的是英文原

文，附汪英宾译文《耶稣圣诞》），载《申报》，“耶稣圣诞增刊”，１９２１－
１２－２５。

陈冷：《纪念日》，载《申报》，“时评”，１９１４－１２－２５。



而后快乐。①

民初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耶稣圣诞则如此

和平而快乐，与圣诞节的快乐相比，国人因屡遭动荡政

局而“日据愁城，无快乐之境遇，更无庆祝之闲情”。遇

此西国佳节，难免要感叹“同居一球，何苦乐之不同，竟

若是哉”！② 《申报》之所以特意出版耶稣圣诞特刊或

增刊，或许与当时的民众厌恶战乱并向往和平与快乐

的心理有关。《申报》“自由谈”主编周瘦鹃在谈及为何

刊发“耶稣圣诞特刊”时曾特别指出：

　　五年间的欧洲大战，十年来的中国内乱，民
生凋 敝，血 和 泪 差 不 多 已 流 作 河、灌 成 海 了。
……要使世界以后免去战乱，达于大同之域，惟
有借重耶稣基督的主张，群策群力的向着“和平”
“博爱”四个字上去做。

周瘦鹃强调自己并非基督徒，因为信仰耶稣“和平”“博
爱”的精神才特地出这耶稣圣诞特刊。

“博爱”“和平”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至少耶教徒是

这么认为的，“快乐”则是西方圣诞节民俗的主题，这与

中国冬至既有祭天、祭祖的肃穆，也有走亲访友、相聚

欢宴一样。尽管《申报》编者刊发许多有关耶稣圣诞的

文章，主要是倡导基督的博爱与和平精神，其次才是随

着博爱、和平而来的欢乐，但是，耶稣圣诞节所带来的

快乐，很快便溢出并超越了其宗教精神内涵。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由于受到国民党

掌权之后一度非常强势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影响，《申
报》关于圣诞的报道和文章急剧减少。③ 不过，这并不

意味着上海人就不过圣诞节了，也不表明圣诞节不再

热闹欢乐。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申报》上的圣诞

广告仍较多，有时甚至是头版整版广告，也有专门的圣

诞礼品专栏广告。１９３４年圣诞节，上海的商店橱窗内

仍布置了极优美之圣诞风景，圣诞大餐也特别丰富，舞

场则通宵营业，舞客倍增，圣诞老人也仍见于各色商业

广告之中。④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江浙一带避难租界的人纷至

沓来，造成人口膨胀，市面畸形繁荣⑤，而南京政府的

政治影响不再那么有效，《申报》对圣诞节的关注又变

得十分热闹，似乎战争时期的人们需要加倍的欢乐以

忘却悲苦，耶稣圣诞节也就常被称为“狂欢节”。

１９３８年圣诞节时，有人就认定“耶稣圣诞在西方

各国是一个狂欢的节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都得

在各种程度上表示“热烈”“狂欢”，所以，上海“为着国

际的渲染，也早已不能例外”。这种狂欢完全抛弃了基

督的精神，上海人尤其如此，“只要抓住了可以热情刺

激和尽情享乐的机会，便随波逐浪地盲从凑热闹，正不

必追问其所以然”⑥。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租界也被日本人控制，但

是每逢耶稣圣诞节，上海人仍旧如痴如醉地狂欢庆贺，

以至于“附逆”了的《申报》也看不下去：“昨晚是耶稣圣

诞之夜，整个上海的享乐场所，都为之疯狂竟夕，狂欢

之辈，竟忘了处身什么时代。”这是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本报调查”新闻中的责问，报道把“享乐场所”圣诞夜

的消费价格一一列举，描绘了“狂欢之辈”趋之若鹜的

情形⑦，并配以短评，对那些“狂欢之辈”如此狂欢享乐

进行了强烈的抨击。⑧ 然而，上海人的圣诞狂欢似乎

并不因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变，此前如此，此后也是如

此，直到《申报》停刊的那一年。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

个圣诞节更多了一个狂欢的理由，“大家似乎比往年加

倍的兴奋些，购办礼物，计划宴会，来大大的狂欢一

下”。尽管和从前比起来仍将逊色不少。⑨ １９４６年的

圣诞节，上海警察局因冬防需要禁止通宵跳舞，但是仍

有许多人在午夜之后狂欢。瑏瑠 “首都”南京也在最高领

导人的表率下共庆圣诞节瑏瑡。１９４８年的圣诞节是近代

上海最后一个“狂欢节”，虽然前方战事正酣，经济亦复

萧条，但是上海人依旧“展开了冬季的狂欢”。瑏瑢

三　“外国冬至”淹没“中国冬至”，
“土圣诞”不敌“洋圣诞”

　　“说来奇怪，自从有了‘外国冬至’以后，原有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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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陈冷：《耶稣圣诞之我见》，载《申报》，“申报耶稣圣诞增刊”（ＴＨＥ
ＳＨＵＮ　ＰＡＯ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２２－１２－１１。

曹文海：《圣诞节之感言》，载《申报》，“自由谈耶稣圣诞特刊”，１９２３－
１２－２５。

特别是１９３４年南京政府的高调祭孔和新生活运动，对耶稣圣诞节

的庆贺有较大影响，至少在报刊上，热闹的情形大不如２０年代初、

中期。
《耶诞声中庆祝电报多———舞场通宵达旦舞客激增》，载《申报》，

１９３４－１２－２６。

宋军：《申报的兴衰》，第２０１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
《耶稣再生》，载《申报》，“春秋”，１９３８－１２－２４。
《豪华之夜清算———一个事实供大家讨论》，载《申报》，１９４３－１２－２５。
《如此战时生活》，载《申报》，１９４３－１２－２５。

迈天：《圣诞节前奏———吁请圣诞老人怜贫恤孤》，载《申报》，１９４５－
１２－２４。
《圣诞前夕素描》，载《申报》，１９４６－１２－２４。
《首都同庆圣诞夕———蒋主席欢宴美在华嘉宾 各音乐厅举行盛大

舞会》，载《申报》，１９４６－１２－２５。
《圣诞侧影》，载《申报》，１９４８－１２－２５。



国冬至便从此淹没不彰，每一个中国冬至都在不知不

觉中过去，而每一个‘外国冬至’却没有一个不是狂欢

的日子。”这是一个学堂出身的作者的亲身感受。在他

的成长经验中，高中以前还是过中国冬至的，此后，外
国冬至就成了新节日，他从上海辗转香港、桂林、重庆，
每到冬至时期看到的都是耶稣圣诞的世界，中国冬至

只有“冬至大如年”这句老话尚留在他的记忆之中。①

黄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就曾指出，当时的上海少年

对冬至已不甚了了，而每逢圣诞则矍然以喜，借此纵

欢，“冬至之名，将幸托耶稣以存”。② 此话并非谰言。
银行家陈光甫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这一天的日记中

就赫然写着“今日为冬至节”，前一天的日记中有“今日

为西国冬至节夜”之语，再往前看几日，却没有关于中

国冬至的记载。③ １２月２５日绝不会是“中国冬至”，陈
光甫说的“冬至节”必是“外国冬至”，而把耶稣圣诞节

称为“冬至节”，不会是他个人的随意派定，必是社会上

也有人这么说。其实，早在民国之初，《申报》上的一些

广告就把“冬至”指派给“外国冬至”了④。２０年代以

后，冠名为“冬至节礼”、“冬至礼品”、“冬节礼品”之类

的广告更大量使用圣诞老人形象⑤，有一则雪茄广告

竟然是这样写的：“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

的———冬至礼品就是———球宝牌、绿树牌”⑥，中、外冬

至已经不分彼此了。《申报》曾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７日

出版过“星期增刊·冬节专号”，而里面所刊文章全都

有关圣诞节，并无冬至的内容，而“冬节”原本是中国冬

至节的简称，清末民初的《申报》新闻中也一直在使用。
不过，冬至或冬节之名还只能算是部分被“外国冬至”
侵占，毕竟中国人还在过冬至节，“圣诞节”这个中国古

已有之的称谓却实实在在地被耶稣专享了。
“圣诞”和“圣诞节”自古以来就是各路神、仙生日

的尊号，如西王母、佛祖、观音、文昌帝君、张道陵乃至

武圣人关公等等，自唐明皇诞日建节以后，历代帝、后
的生日也有此称。⑦ 帝制不再，帝、后圣诞自然消失，
各路神仙仍被称为“圣诞”，但是仅限于庙宇香客。⑧

当然，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偶尔也享有“圣诞”之称。
孔圣诞辰在民国元年被定为公历１０月１７日，１９１３年

又恢复为传统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１９３４年，南京政

府正式确定公历８月２７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
虽然也曾有“大成节”、“圣节”、“圣诞节”之称，国民党

掌权以后则一直沿用“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则充满着

政治意味⑨，完全是官样文章。
耶稣圣诞在崇洋的现代都市人眼中，是与圣诞老

人、圣诞贺卡、圣诞大餐、圣诞舞会、圣诞电影、圣诞礼

物这些洋派玩意合为一体的狂欢节，符合一般人享乐

的要求，体现的是趋新求异的现代市民精神，是政治权

力很难阻挡的世俗力量。所以，就在１９３４年国民党第

一次隆重庆祝孔子诞辰的那年冬天，不仅在上海，全国

到处在热闹地庆祝耶稣圣诞，“但闻甲曰圣诞，乙亦曰

圣诞，新闻曰圣诞，杂志亦曰圣诞，圣诞圣诞之声，直充

于宇宙之间”。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吴贯因由此感慨道：
“回忆童年，一言圣诞二字，人人皆知在旧历八月二十

七日，今也外国本位文化，步步进逼，土圣人竟为洋圣

人所打倒，于是圣诞日期，遂由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移
至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矣。”瑏瑠他认为，土、洋“圣诞”的
消长，是“外国本位文化”压倒“中国本位文化”的一个

缩影。另一位文化名人吴承仕看到中国人热衷于过

圣诞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既不是耶稣教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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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上官大夫：《冬至当然外国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载《申报》，１９４６－１２－
２５。

黄濬：《冬至今昔谈》，见《花随人圣庵摭忆》（上），第２８页，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８。
《陈光甫日记》，第２１０—２１１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

比如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８版有一则屈臣氏药方的广告，上面写

着“新到冬至礼品”，下面的文字中却只提到“西历冬至”；１９１５年１２
月１９日第７版也有一则永昌洋行的“冬至礼品”广告，明白写着“近
因西人冬至在即……各界诸君欲送冬至节礼者请速驾临敝行

……”，也没有说到中国冬至；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８版有“先施公

司冬至货”的广告，内称：“新历年关在迩，耶稣圣诞将逢，本公司特

办大帮各种贺冬礼物……”，同样也没有提及中国冬至。

此类广告极多，不一一列举，这里仅举１９３９年１２与１７日头版广告

为例。这一天头版全部为冬至和圣诞广告，整个版面上有八个圣

诞老人形象（分属四个广告），并有驯鹿马车、圣诞彩铃、圣诞蜡烛

等图画，头条广告是“老九章冬至礼品”（专营布匹绸缎），以三个圣

诞老人和驯鹿马车为“冬至礼品”促销。

载《申报》，１９３９－１２－２４。

明清两代尤其注重皇帝、皇（太）后的“圣诞”，《万历野获编》卷二十

六说：“故事，衍圣公每岁圣诞必入贺，且随班常朝”（沈德符：《万历

野获编》（下），第６７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这里说的“圣诞”是
皇帝的生日；清代帝王圣诞民间也得庆祝，如康熙五十二年“圣诞

前后日，苏城自织造府至城外下津桥，一路悬灯结彩，设香案，游人

妇孺如在锦绣中行”（《吴城日记》，见《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

脂》，第２６０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此书中也记录了“太
后圣诞”，又见该书第２５６页。

时至今日，民间仍把佛祖、观音等各路菩萨的生日尊称为圣诞，仍
有恭祝活动。

国民党祭孔是把孔子的大同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在一

起，所以在纪念仪式中有“唱党歌”、“向党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

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等项目。

吴贯因：《中国本位文化与外国本位文化》，见《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讨论集》，第２８８页，文化建设月刊社，１９３６。



什么不标明耶稣圣诞，而只说‘圣诞’？为什么当孔子

生日时候，不大声嚷嚷着‘圣诞’，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

诞？”这确实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他自己给出了答案：一
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圣诞节”是半殖民地化的意识形

态之一；二是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社会滋生出一部

分力量，“用这基础而发生‘圣诞商品’的需要，用这需

要而到处见到各色各样的广告。于是形成了我们心

中的‘圣诞节’”。① 关于第一点，吴承仕认为，“圣诞节”
这三个字是染着中国这个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换言

之，耶稣圣诞节也象征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压迫。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族主义特别高涨的时代，
在２０年代强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耶稣圣诞节自然

是民族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焦点。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之后，“非基督教运动”在行动

上更显猛进。全国学生总会于这年７月召开第七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学生总会决议案》，规定的几项

运动中第一项就是针对耶稣诞辰的：

　　本会规定耶稣诞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后一个星期（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为反基督

教周。每值此周，于每个基督教征求教徒的时

候，各地学联会及学生会应号召群众，作种种反

对基督教运动；务使各地反基督教运动，向积极

反帝国主义方面前进。……并印制反基督教的

美术卡片，以代耶稣节各种卡片之用。②

学生之所以要选择在１２月２５日前后集中行动，显然

是因为耶稣诞辰已经成为青年熟悉的节日，用印制贺

卡的方式反对基督教，正说明圣诞贺卡已经非常流行。
他们还在这年“圣诞节”专门出版了《反基督教》小册

子，“作我们赠给全国青年的‘圣诞节的礼物’”③。次

年耶稣诞节，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也发表宣言，号召大

家趁此节日，群起反对耶教。④ 在此之前的“非基运

动”虽没有“反基督周”之名，具体的行动大多也在耶稣

诞日前后进行⑤，平时则很少有集中的行动，所以有人

对这样的运动方式表示了异议，认为“我们反对它的运

动，不是一定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去做，我们天天都

要团结反基督大同盟，这样，才可以把帝国主义文化侵

略的工具———基督教———根本铲除”⑥。但是，由于

几十年来“圣诞节”这一概念已经普及于中国各地，并

为一般中国人所称道⑦，每到“他们”的“圣诞节”，国人

竟如此热闹地过节，民族主义者集矢于“他们”的“圣诞

节”，毋宁是很自然的选择。诚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

１９２６年耶诞时的宣言所说：“耶稣基督之诞日，又在目

前，密布全国之牧师教士、善男信女，又将兴高采烈，举

行庆祝，我人于此有不能已于言者。”⑧耶稣教虽以各

种方式影响中国，圣诞庆祝却是一年一度最惹人注意

的耶教活动，圣诞节期间也最易找到攻击的理由和机

会。１９２８年圣诞节前，青年会在其上海四川路总部举

行庆祝会，由于主办方在所悬挂的五十面万国国旗中

独缺中华民国国旗，引发来宾强烈抗议，交涉再三终于

补挂，抗议者又要求主办者补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

钟，遭断然拒绝，导致庆祝会提前结束。⑨ 没有悬挂

“国旗”固然是可利用的机会，要求教会机构诵读总理

遗嘱显然是得寸进尺的挑衅行为。

耶稣、耶教虽遭围剿，吊诡的是，围剿者似乎对

“圣诞节”一词没有异议。全国学生总会在１９２５年发

行《反基督教》小册子的广告中说：“兹逢耶稣圣诞，我

们特刊行这本小册子，作我们赠给全国青年的‘圣诞节

的礼物’。”“圣诞节的礼物”虽有讽刺意味，“兹逢耶稣

圣诞”怎么看也如“兹逢佳节”一样，没有负面的意思。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民国日报》“觉悟·非基督运动特

刊”上有一篇《反对基督教》的文章，最后高喊“打倒基

督教！反对文化侵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打倒帝

国主义！”落款却是“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前五天于上海

大学”。次日的《民国日报》头版有一则《非基督教旬

刊·圣诞特刊》的出版广告，既然是“非基督教”刊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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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承仕：《“圣诞节”———半殖民地国家的宗教意识》（１９３６－１２－２５），见
《吴承仕文录》，第２０１—２０２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研究科参

考材料》，第３９７页，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Ｗｏｒｋｓ，Ｐｅｋｉｎｇ．１９２７。

载《民国日报》，“觉悟”专刊，１９２５－１２－２４，《反基督教》出版广告。

宣言称：“今当耶稣圣诞之日，正教徒大肆活动之时，藉物质的铺

张，作精神之迷障，稍不经意，当受其迷。本同盟职责所在，特揭基

督教在中国之罪恶，以昭告全国同胞，望各界人士，趁此时机，群起

努力，务使耶稣政策，不再为祸于国民。”（《一致进行之非基运动》，

载《民国日报》，１９２６－１２－２５）
《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观察到，自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反基督教运动

风起云涌，“在圣诞节前后，尤为飞跃”（李春波：《今年的圣诞节？》，

载《大公报》，１９２６－１２－２６）。

杨卓初：《非基督运动应注意的几点》，载《民国日报》，“觉悟·非基

督运动特刊”，１９２６－１２－２５。

吴承仕：《“圣诞节”———半殖民地国家的宗教意识》，见《吴承仕文

录》，第１９９页。

本埠新闻“短讯”：《省党部反对基督教宣言》，载《民国日报》，１９２６－１２－２５。
《青年会庆耶诞之国旗问题》，载《申报》，１９２８－１２－２４。《申报》的报道

属于客观的叙述，而《民国日报》对此事的报道则从满了政治火药

味，新闻标题也很鲜明：《青年会目无党国———万国旗中，独无青天

白日旗 来宾纠正，犹再三推诿曾不知醒悟》（载《民国日报》，１９２８－
１２－２４）。



特刊，为何不用“反耶诞特刊”之类的名称，而要用“圣
诞特刊”之名？《民国日报》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３日有一篇

文章，对复旦大学女生的晚间祈祷活动以极为丑化的

方式加以抨击，但是题目却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先锋

队———圣诞节复大女生午夜祈祷》，题目歧义不说，也

视“圣诞节”三个字为当然。从这些例子中“名”、“实”
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从２０年代开始，即使在反对基

督教的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圣诞节”也是一个固定的

节名，是专属于耶稣的节名。

结　语

中国冬至之外，孔子诞辰、总理诞辰①、云南起义

纪念日②以及“民族复兴节”③也是与耶稣诞辰竞争的

几个纪念日。这些纪念日由政府确定，官方年年有庆

典，也例有假日。④ 但是，除了官方重视这些节日之

外，民间并无自觉自愿的大规模庆贺活动。有人曾著

文质问道：“为什么必须过圣诞？孔子的诞辰，屈原的

殉国，乃至观音菩萨生日，好像都没有这么热闹。”这
里，作者甚至没有把总理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和“民
族复兴节”列为与耶稣圣诞相提并论的节日。对于为

什么人们要过圣诞，该文引用吴晗的论断，认为是“利”
的缘故。吴晗注意到，民国以来所尚在“革”，晚近十年

来（即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所尚在“利”。作者进而提

出，“‘革’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利’则自清代中叶以来，
也已蔚然成风，不可救药了。只是这‘利’字还嫌不够

具体，因为还可以包括了功利主义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以及利

他精神在内，中国完全是自私自利，与其说是‘利’，还
不如改为‘私’字”⑤。这是颇为犀利的分析，虽然他对

“利”持否定态度。
“革”（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少数人的“革”波及

全国民众，影响到每个人的“利”或“私”，被卷入政治动

荡的民众希求博爱、和平、欢乐乃至狂欢，也不能说就

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表现。正如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参

加革命（政治）一样，要求每个人不要从博爱、和平、亲
情、欢乐中寻求安慰也是不现实的。从《申报》民国以

后的报道和文章来看，国人趋利避害、苦中作乐的心

理，正是使耶稣诞辰从原本宗教意味极浓的节日，演变

为“最快乐”乃至“狂欢”的节日的原因之一。其实，耶
稣圣诞节在西方也早就不是单纯的宗教节日，“而是基

督教文化与欧美民间生活传说相融合的产物”⑥。圣

诞节的世俗生活内容与家庭、儿童、亲情、友爱、消费都

有关系，而近代中国人接受的大多就是这些生活化的

内容，这在２０年代以后《申报》的各类文字中有比较充

分的描述。⑦

耶稣圣诞节包含这些世俗内容，孔子诞辰、总理

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和“民族复兴节”这些官方纪念

日是无法容纳的，因此也难于和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

亲密的联系。在这些纪念日中，与耶诞相埒的唯有孔

诞，民国以后官方祭孔偏重诞祭，这一做法是否效仿耶

稣圣诞？不能妄下结论⑧，有一点是肯定的，孔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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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总理诞辰，《申报》曾有一篇小说《圣诞》（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自由谈”）

称之为“圣诞”。小说讲到两个小孩在耶稣圣诞节去礼拜堂一事，其
中一个是革命家庭的孩子，他刚过完总理的圣诞，但是经不住礼物的

诱惑，与信奉耶教家庭的孩子一起“连奔带跳地去真神堂庆祝耶稣圣

诞去了”。孙中山的诞辰（１１月１２日）在南京政府期间一直是法定节

日，这一天全国放假一天，并悬“党旗”、“国旗”以志庆贺。

耶稣圣诞日这一天也是云南起义纪念日（１９１６年由北京政府确立）。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是蒋介石“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的日子，因“国家

之强、民族之兴咸系于蒋委员长一人，故定是日为民族复兴节”（《明
日民族复兴节———各校悬旗庆祝》，载《申报》，１９３８－１２－２４）。

特别是与耶稣诞辰同一天的云南起义纪念日，《申报》也经常提及，

且经常对比这两个节日，从这些对比中可知，云南起义纪念日远比

不上耶稣圣诞节热闹。比如，１９２７年圣诞节，有人在《圣诞节感言》

一文中感叹道：“云南起义的蔡松坡，也是一位救国的豪杰，为什么

记着他的，除了少数官厅学校报界，有些点缀外，没有极热烈的举

动呢。”（载《申报》，１９２７－１２－２５“自由谈”）１９３９年圣诞节照例十分热

闹，在一篇写给小朋友看的文章中，作者告诫小朋友在欢庆耶稣圣

诞的时候不要忘记建国日和蔡锷起义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大多

数人是遗忘了的”（宛文：《耶诞节勿忘云南起义》，载《申报》，“儿童

周刊”，１９３９－１２－２４）。有时甚至要拉上耶稣圣诞节以增强云南起义

纪念日的欢乐气氛，如１９１７年第二个云南起义纪念日，寰球中国学

生会学校因两个节日适在同一日，晚上开庆祝会，除了请吴稚晖演

讲之外，也以“中西音乐趣谈故事会等以助余兴”（《寰球学生会之

庆祝》，载《申报》，１９１７－１２－１５）。显然，吴稚晖的演讲是关于蔡锷起

义的，后面的文艺演出属于耶稣圣诞庆贺。１９３８年《申报》报道云

南起义纪念日和“民族复兴节”，新闻中只说“本市各机关、公园、公
司、工厂、商号、住户暨各学校等，今日均悬旗庆祝，银钱业并于星

期一补假一天”。但后面说“同时更值耶稣基督圣诞节，全沪市民

情绪万分热烈兴奋”（《庆祝民族复兴节》，载《申报》，１９３８－１２－２５），似
乎是因为圣诞节的缘故，市民情绪才格外兴奋。

疚堂：《圣诞与世风》，载《申报》，“自由谈”，１９４７－１２－２５。

靖文：《圣诞的憧憬》，载《申报》，“自由谈”，１９４７－１２－２４。
《申报》文学副刊“自由谈”、“春秋”以及“儿童周刊”每逢耶诞节都有

此类内容。大量的圣诞广告更可以表明，中国人热衷的就是圣诞

所带来的世俗消费和世俗享受。

从清末民初的一些记述中，可知耶稣诞辰可能对孔诞庆祝有一定

影响。《申报》在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５日（农历八月廿七日）孔子生日这

一天曾刊出社评《论孔子生日大纪念》，主张纪念孔子诞辰，文中特

别提到“西教诞辰”的盛况。民国初年，康有为在《曲阜大成节举行

典礼序》中也谈及欧美热烈庆祝其教主的情形，并直陈“诸教未相

通之时，无以相形者，不举行圣诞之典可也，今他教举圣诞之典而

我不举，无乃我忘其教主乎？故今者不可不举行圣诞典也，时也”
（《不忍》杂志第九、十期（合刊），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出版）。



能像耶诞那样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并以消费取乐的

方式加以庆祝。如鲁迅所言：“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

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

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所以，一般民众“对
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尽管南京夫子庙是一个

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

故”。①诚然，纪念日如果只是体现了权力意志，而与民

众生活无涉，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普天同庆的“节日”，
更不必说“快乐”、“狂欢”。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遭遇

抵制，因此耶稣圣诞在近代中国能成为一个节日，基于

民众消费的物质享受可能是主要原因。②唐振常认为，
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

国人接纳，上海人对西方物质形式的接受的步骤是“初
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③ 中国人对于耶

稣诞辰这个西国节日的接受正是如此，因为惊、异而名

之曰“外国冬至”，羡、效之后，则“圣诞节”便成了狂欢

节。也就是说，耶稣圣诞节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被它的

物质庆祝形式包裹在内，而中国人是把圣诞老人、圣诞

树、圣诞舞会、圣诞礼物、好莱坞电影、火鸡、朱古力、大
蛋糕等物质庆贺形式当做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加以接

受的，体现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领域内对西方现代

性物质层面的追随，所以才会出现在政治上、文化上排

击耶教、抗拒耶诞而同时又有更多的人热衷于欢度耶

稣圣诞节的矛盾局面。也许，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

节日化也显示了中国人对待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内

在矛盾，即在抵制其政治、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又欣

然接受其物质文明。可是，任何节日都无法绝对区分

为精神、物质两个不相干的层面，节日就是一种文化，
虽然中国人可能拒斥了耶稣圣诞节的宗教内涵，圣诞

节所包含的西方文化因素则在无形中与其物质庆贺

形式一起被中国人接受了。
〔本文得到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资助（编

号“Ｙ２０１２２５７０１”）〕
（责任编辑：周 奇

①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且介亭杂文二集》，第９９—１０１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②　每到圣诞节之前，《申报》的圣诞消费品广告非常多，冬至节礼品也

不得不借耶稣圣诞节之名吆喝。１９２２年的“《申报》耶稣圣诞增刊”

提前到１２月１１日刊出，原因就是“应各商家之要求，故特提前两星

期，俾读报诸君于冬节酬赠礼物，可得充分之参考而便问津也”。

③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载《二十一世纪》（香港），１９９２（６）。

转引自［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１９３０—

１９４５》，第６页，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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