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士德：因一句话来到中国的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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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遗嘱

1926年 5月 14日，雷士德以
87 岁高龄驾鹤西去，他遵守了诺
言， 在遗嘱中捐出了绝大部分遗
产，用于上海兴办教育、医疗和慈
善事业。这份遗嘱公布以后，在上
海滩引起极大关注和反响。

遗产由以他姓名命名的亨
利·雷士德基金会托管， 他的遗
产重新估价为 2 千万两白银。 而
清朝末年年均收入才 2 亿两左
右，雷士德可谓富可敌国。

这笔遗产资助建造了雷士
德医学研究院（现上海医药工业
研究院）、 雷士德工学院及附属
中学（现上海海员医院）、雷士德
中国人医院（现仁济医院）、上海
聋哑学校（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
残疾人学校）等。

此外， 亨利·雷士德基金指
定赠款的单位组织也很多，如圣
路加医院、中国盲人院、穷苦小
姊妹会、黄包车夫会、穷苦精神
病院等。

雷士德生前还曾多次捐赠
大笔资金给上海车夫福音会，救
济贫苦的人力车夫，免费向其提
供衣食、住宿、医疗和教育服务。
因一句话，来到上海

别看雷士德这名字， 乍一听
还以为是姓雷名士德的中国人，
其实雷士德是英国人。 那有人好
奇问怎么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
到上海，还给中国捐了一笔巨款？

1840 年 2 月 26 日， 雷士德
（Henry Lester） 出生于英国南部
港口城市南安普敦。 他曾在伦敦
接受建筑师和土地勘测师的训
练，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后回到
家乡，由于 3 个哥哥都相继染上
不知名的疾病而死亡，他很害怕
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

有人告诉他： 必须离开家
乡，离开英国，离得越远越好。

19 世纪 60 年代太平天国东
进，江南富绅纷纷到上海租界躲
避战灾， 资金和人口的聚集，上
海租界正处于繁荣时期，是世界
有名的冒险乐园。

当时很多英国人到中国淘
金第一站就是上海。 或许雷士德
并不止为淘金，主要认为中国远

离英国，可以摆脱病魔的缠绕。
在 27 岁时搭乘一条货轮，

经过一万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来
到遥远的中国上海。

从建筑师到地产巨头

1863 年雷士德到上海后，受
雇于工部局负责公共租界土地测
量，后来也为法租界测量土地。

这些工作都完成后，雷士德
回归建筑师的角色。 当时最大的
地产商史密士洋行，邀请雷士德
加入成为合伙人。 几年后史密士
退休回国，其名下的房地产几乎
全部转入雷士德的名下。 雷士德
成了上海的房地产巨头，去世前
已成为上海最大的土地拥有者
之一。

1913 年， 雷士德又与强生
（George A. Johnson） 和马立斯
（Gordan Morriss） 联合创办德和
洋行 （Lester, Johnson & Mor－
riss），专营建筑设计、土木工程、
测绘检验、房地产抵押放款等业
务。 德和洋行发展成为近代上海
实力最强的设计事务所之一，其
承接的项目包括外滩 5 号日清
大楼、 外滩 17 号字林西报大楼
（今桂林大楼） 和南京路先施公
司大楼等。

“上海人”雷士德

在我们眼中，西方列强侵略
打开中国国门，外国人只会一味
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财富，赚饱后
就告老还乡，离开中国，而雷士
德非但没离开中国，而且将自己
当成“上海人”，最后将所财富回
馈给中国。

在地产行业取得如此成功
的他，个人生活却与上海滩灯红
酒绿的“格格不入”。 一个上海地
产大亨，却从不买房子，一直居
住在上海总会的单身宿舍。

他终生未婚， 生活非常简
朴，穿别人的旧衣，喜欢步行或
者乘公交车，他每天下班前的例
行公事是检查所有办公室的电
灯是否关好，被认为是在华英国
同胞最吝啬的人。

雷士德在上海总会居住多
年。 上海总会成立于 1861 年，又

名英国总会， 会员全部为男性。
今日位于外滩 2 号的华尔道夫
酒店是 1911 年落成的总会新楼，
这里提供外侨绅士需要享受的
一切， 包括远东最长的 L 型长
吧、弹子房、江景绝佳的餐厅和
阅览室等。“点石成金”的雷士德
却很少去总会酒吧消费，除了在
为会员提供免费蛋糕和葡萄酒
的平安夜。

他将自己视为上海人，并将
他所获得每一笔财富都用于上
海这块土地上。

他还写下一段话：“在将近
60 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家一直
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
也将如此。 自从很久以前我选择
中国作为定居地以来，这里就是
我的家了。 ”

这个“上海人”雷士德爱得
很简单，很深沉。

遗爱在中国

富豪雷士德简朴生活的谜
团在他去世后被揭开。 雷士德去
世时，除了一名在军中服役的侄
子，没有其他亲属，他留下一份
惊人的遗嘱，除了少量遗产赠与
个人，将几乎所有遗产留在上海
用以成立亨利·雷士德基金会，
主要支持发展上海的医疗、教育
和慈善事业。

他生前指定用遗产分别自
主建造仁济医院新大楼、雷士德
医药研究院、雷士德工程研究院
及学校。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也
得到捐助， 如上海聋哑学校、虹
口华德路圣路加医院、忆定盘路
中国盲人院、董家渡穷苦小姊妹
会、虹口黄包车夫会、南市穷苦
精神病院等。 遗嘱还设立 5 万两
银子的雷士德奖学金，面向在上
海就学的所有国籍、无分宗教信
仰的 14 岁以下的男女学生。

从这份遗嘱可以看出，雷士
德十分关心城市弱势群体，同时
重视医学和教育事业，富有长远
发展的眼光。

遗嘱中特别提及的“捐赠建
立能容纳 300 人以上的雷士德

学校，对中外学生开放，特别对
中国学生”， 也就是后来的雷士
德工学院。

1934 年 3 月耗资 100 万银
元开建，雷士德工学院建校到抗
战，十年间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该校学费标准从极其低廉，
学生只要通过勤奋努力基本能
拿到全额奖学金。 学校花在一个
学生身上的培养成本，实际上高
达每年 5000 银元左右。

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在题
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异质
性》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早年在
上海的欧美侨民曾普遍拥有文
化优越感，轻视中国文化。 但随
着广泛接触与深入了解，他们中
有不少人变得热爱中国文化，对
中国友好。 而雷士德这位在上海
英侨中屈指可数的富商更为典
型，他临终前将其毕生积累的财
富捐献出来，受惠的是贫病幼弱
群体。 熊月之评价说：“雷士德以
其毕生的辛劳， 全部的积蓄，书
写了一个大写的‘善’字，也是一
个大写的‘爱’字，对弱势群体，
对儿童，对上海的善与爱。 ”

捐赠影响力持续至今

1927 年，雷士德基金会即按
照这份遗嘱开展筹建工作，由雷
士德创办的德和洋行负责设计
三个项目。

1931 年，仁济医院位于山东
路的新大楼首先落成，展开作为
现代化医院的新一页。 在《仁济
医院九十五年 1844-1938》 一书
中，记录了当时医院董事会秘书
埃利斯顿（Eric S. Elliston）提到
雷士德与这所面向华人的慈善
医院有深厚的关系。 早在 1873
年，雷士德曾负责仁济医院男子
病房的设计工作，此后长期为医
院提供数额不小的捐赠。在 1924
年 12 月订立的最后一份遗嘱
中，雷士德捐赠 100 万两款项用
于建造仁济医院新楼，此外还赠
予医院四块地皮。

雷士德的这笔捐赠附有几
项条件，除了提出医院需改名为

“雷士德华仁医院”（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还要求医院为
穷苦病人免费治疗。 1927 年，医
院又收到一张数额达 64358.99
两的支票，款项是来自雷士德赠
予土地的收入。 埃利斯顿透露，
仁济医院新大楼原计划盖 5 层，
因为后来决定让雷士德医药研
究院使用其中一层，大楼加建为
6 层。

1932 年， 选址在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 的雷士德医药研
究院落成，简洁现代的大楼阳光
充足，设有演讲室、医学图书馆、
会议室和实验室等。 1957 年，雷
士德医药研究院这座伟岸的建
筑成为化学工业部上海医药工
业研究院，延续了昔日功能。 这
里荟萃了一大批来自各大药厂
的知名专家和科研人员，如雷兴
翰、童村等，声名远播，成为中国
医药工业系统中科研实力最强
的研发机构之一。

1934 年，根据雷士德遗嘱兴
建的第三个项目———雷士德工
学院及学校在东熙华德路（今虹
口区东长治路） 完工。 占地达 1
万平方米的工学院是一座引人
注目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提供
科学技术方面的培训教育。 1935
年入学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规
划师、建筑师的陈占祥在传记中
回忆，这所英式教育的学校为有
才华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雷士
德工学院及学校仅持续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却培养了数百名杰
出的“雷士德男孩”，他们成长为
各领域的优秀专业人才。

雷士德捐建的仁济医院于
2014 年修缮旧楼后重新投入使
用，昔日宽敞的大病房和水磨石
楼梯犹存。 今年疫情发生后，医
院派出医务人员队伍，前往湖北
驰援。

如今，雷士德设立于 1926 年
的亨利·雷士德基金会仍在运作，
赴英深造的中国学者如果其研究
用于造福中国人民， 就可以申请
雷士德奖学金。 基金会的网站是
英文的，但首页写有中文“上海”
两个字，并附有一段声明：“亨利·
雷士德信托由曾在上海度过大半
人生岁月的亨利·雷士德， 他于
1926年去世。 他在上海赚到了财
富，所以在他身后，将他的财富用
于造福上海人民是最正确、 最恰
当的。这项善举持续到了今日，用
于教育奖学金。 ”

雷士德因一句话来到陌生
的中国， 因一个信念遗爱中国，
他不仅只是留下了巨额物质财
富，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对钱看得“重”，穿二手衣
服， 住单身宿舍， 他对钱看得

“轻”，绝大部分捐出去。 作为一个
洋人， 却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
的“达则兼济天下”完美的典范。

（据上观新闻等）

‘我的钱是在中国
赚取的，我要把绝大部
分财产留给中国人。 ’
亨利·雷士德说。

“

雷士德医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