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静宁波近代慈善商人严康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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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宁波街头最流行的顺
口溜曰：“一言堂百货多，二康楙
钞票多，三法卿木器多，四明药
房药片多， 五芳斋点心多……”
其中的“二康楙”便是指严康懋，
表面上是讲他从事工商业赚钱
多，深层次上则是他以此为依托
进行慈善活动，造福桑梓，受到
家乡父老的敬重。

严康懋从小聪明， 读书用
功，领悟力强，成绩远远超过一
般儿童，深得老师喜爱。 15 岁那
年，父亲去世，严康懋甚感痛心，
守孝在家，将其家中商务一并委
托他人代理，几年之后，生意收
益逐渐萧条。 18 岁时，严康懋带
着父亲的经商资本前往上海创
业， 凭其敏锐眼光和出众的能
力，1897 年，他和叶澄衷、朱葆三
等便在沪开办了第一家民族资
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二
年又在宁波设立兑换处，发行和
兑换该银行的钞票。 后又与人合
资陆续开办钱庄以及其他工商
事业，如在宁波江厦钱行街开办
了泰源、鼎恒等四家“大同行”钱
庄，在杭州、金华、宁波开办了木
行、药行、参行等。 1922 年，他又
在上海创建“懋昌商轮公司”，与
陈子壎合作在上海闸北安庆路
地段开发房地产事业，形成“福
寿里”371 弄。 严康懋的工商事业
可谓如火如荼，他也成为宁沪两
地响当当的一位人物。 1927 年，
严康懋出任上海总商会第八任
会董。 1928 年，严康懋在宁波、上
海两地总商会任职，期间曾发起
抵制日货运动，唤起民众反对侵
略的爱国热情。 然而，严康懋发
迹后不讲派头， 穿长衫布鞋，吃
粗茶淡饭，乐善好施，热心社会
公益活动。

设义庄、义田、义学、义仓

设立义田、义庄、义学是宁
波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的民俗现
象，特别是世家大族多有采之。

义庄是严氏家族慈善事业
的重要内容之一。 1921 年，严康
懋在鄞县维勤乡严家汇头置田
1000 余亩、市屋 3 所，兴建严氏
义庄， 赡养族内孤苦无靠者，并
附设完全小学。

严康懋族人大多都是以农
为业，生活贫苦。 经商的严康懋
不忘捐资赡族的祖训，除捐千田
亩、置房屋外，对其生活所用的
器具、婚丧嫁娶之事也都广为救
济。 不仅在生活物质上给族人以

保障，对其子弟的精神教育也颇
为关心。“是田之设，非止济人之
急，而以崇廉耻之风，将使从官
者清白自持，为士者专意学业”，
故严康懋在呈请设立义庄之内，
还设立义学。

为此， 严康懋于 1917年出资
13400 元创办私立康懋小学，“建
西式楼房 3楼 3底， 辟操场 3亩，
并在城区购屋数间作为校产，另置
校田 34亩”。凡族里的子弟及附近
穷困人家的子女均可免费入学，小
学毕业成绩优良可继续免费保送
上中学及大学。 这个学校开办后，
使很多穷人家的子女不会因家境
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失去就学的机
会或中途辍学。 几十年来，为社会
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严氏义庄除义庄、 义学外，
好包括谷仓、祠堂。 据后来勘察
发现，谷仓当时是与祠堂平行而
建的。 谷仓作为救济贫民的重要
场地，对其记载仅见于后人对其
的介绍：“鄞南一带地势普遍较
低，所以谷仓的地基高出道地六
七十厘米，当年，有短木架梯在
谷仓与道地之间，人必须走梯子
才能将稻谷送进仓里。 ”无论是
义庄、义学，还是谷仓，严氏义庄

“不独嘉惠同族、教养兼施、且遇
有天灾亦能推及于外姓”， 这种
敬宗睦族慈善为怀的品行，在当
时人们看来是极为罕见。

据《宁波市志》记载，宁波地
区多发生各种灾害， 人们无以为
生，出现大批贫民、灾民。 每当天
灾人祸发生或每年青黄不接民食
危难之时， 最直接的解决民食的
办法就是开局平粜，压低米价。商
人严康懋也主动参与平粜一事，
独资在城区江东石戏台跟创办平
粜局一所，被当时的《时事公报》
誉为“足为平粜局模范”。

1921年夏， 宁波一带水灾为
患。为了进一步赈灾济民，在会稽
道尹黄庆澜的推动下， 在宁波成
立了宁波华洋义赈分会。《申报》
报道说：“会稽道尹公署， 昨日下
午开华洋义振会……董事中六
人，屠鸿规，费冕卿，陈南琴，余润
泉，严康懋，胡咏骐。 ”由于严康懋
等人的鼎力相助， 使得该会工作
进展顺利，影响广泛，对于推动各
地赈灾工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多渠道筹款， 严康懋还曾与
总商会负责人屠鸿规、 袁端甫等
发起“劝节筵资赈济灾民活动”，
特印发传单， 分发各店铺， 倡导
“省一餐之食，活多数之命……款
缴商会，集腋成裘，藉充急赈”。

创办医院、贫儿院、教养所

鸦片战争后， 宁波医药界受
西学东渐的影响， 逐渐形成中西
并行的局面。在近代化的过程中，
受西方传教士“兴办医院，治病救
人”思潮的影响，宁波逐渐开始新
办一大批医院， 旨在为广大贫病
者提供优惠或免费医疗服务，公
益慈善的性质已彰显出来。

商人严康懋也投身于兴办
医院的潮流中，于 1911 年与余保
三、旅沪商人徐庆云等，在江东
缸甏弄水仙宫原址集资创办了
普仁医院。 该医院在严康懋的组
织领导下，规模逐渐扩大，医士
的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求诊
人员也较之以往呈上升趋势，这
些都反映出普仁医院在初创时
期对宁波地区医疗卫生的改善
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

除公立医院外， 严康懋还参
与临时性慈善医疗活动———时疫
医院的建立与发展中。 时疫在当
时主要是指瘟疫， 是受疫疠之气
造成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
称。霍乱作为时疫的一种，在民国
初年， 对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威胁
最大。当时“宁波公立普仁医院院
长张箴言于前月中旬在糖行街某
行经理家诊症曾发现”，该病症状
极似猩红热， 认为“若不亟起扑
灭，后患何堪设想？ ”该病传染极
快，“鄞江乡罹是症而死者已达八
九人之多，他处亦时有所闻，而在
往年视为无足轻重之猩红热（即
红痧），今年亦大肆其虐，罹者朝
发夕死云”。 1919年 8月间，鄞县
城厢一般慈善家发起临时治疫医
院者，已有三处：宁波临时时疫医
院、宁波公立时疫医院、甬东临时
治疫医院。 其中甬东临时治疫医
院“系严君康懋等所组织，院址在
三江口得懋木行旧址。 ”凡病人来

院就诊者，均不取医药金。在江东
公会临时治疫医院中， 严康懋又
被推举为经济董事，提议“江东区
内为客籍伙友养病或身故成殓
起见，议决建筑新房舍为永久场
所，约九间，三间一局，均用平
房，经费三千元”，同时，随着民
间社会办医助医活动的迭起，严
康懋又为救助“乡里人民贫病起
见”，于 1921 年初将其设立的严
氏康懋国民学校旧校舍“加工修
饰，开办医院”。

传统的慈善救助开始迈向
近代化之时，在以收容、留养的
基础上， 开始重视教的功能，采
取“教养并重”，以便被教养者日
后能自立于社会。 严康懋参与筹
建的四明贫儿院，便深刻贯彻了
这一思想。

四明贫儿院是严康懋与钱
业巨子董维扬、俞佐庭于 1925 年
发起筹建的。 该院“拥有西式楼
房 5 幢，西式平房 10 间，中西平
房 16 间，运动场、农场各一”，具
有完备的章程，规定了贫儿院的
目的以及经费来源的方式。 为了
贫儿院顺利发展，严康懋对其进
行大量的金钱资助。

20世纪 20年代末，严重的世
界经济危机加之频繁的战乱与水
灾，产生了大批失业人群与无业游
民， 从而加剧了鄞县城乡贫困问
题。据统计，当时“城区失业人口男
4300余人，女 50000余人，救济失
业，实有迫不容缓之势”。解决游民
与城乡贫民问题开始与救助贫儿
孤儿问题一样，成为了当时政府及
慈善家所关注的重点。

宁波七邑教养所开始于 1924
年，其成立目的在于“安插此辈游
民与乞丐，而授以教育，给以工业
上知识，使之为社会生产者”。 严
康懋对其成立不遗余力地进行捐
助，在游民教养所筹备会上“与赵
宇楼合一队，每队千元”。

兴修水利与近代交通

宁波城厢地处奉化江 、姚
江、甬江交汇之地，城内多以浮
桥链接两岸，随时间推移，其损
坏程度日益严重。 宁波各界开会
对其进行讨论，各绅商开始采取
具体的对策整修老浮桥。

在后续会议中，严康懋对老
浮桥的修建提出自己的意见。 作
为临时董事，他对老浮桥的修建
尽职尽责，不仅在对策方法上给
予老浮桥帮助，对其修建所需资
金也鼎力相助。 当时为了防止遭
遇风潮、桥排冲坏，对其进行全
新改造，“共计万余斤”， 会议决
定由“各董事筹集五千余元，现
尚亏负三千余元， 由各董事分
垫”，严康懋积极响应。

宁波作为近代开埠较早城
市之一，马路建设却迟迟没有提
上日程。 严康懋作为财政股之
一，参与兴修了鄞县江东大石碶
至白轱鹘桥一带道路。 该道路作
为东南二乡的要道，行人穿梭其
间络绎不绝。 但因年久失修，崎
岖不堪，加之荷塘倒坍，凹凸不
平，时有失足落水之事发生。 鉴
于此，“该地巨绅严康懋、 梁文
臣、陈福寿、房王君、卓葆亭、史
济训、姚和清等，拟集巨资，发起
兴修，筹募经费”，该道路修成之
后，“行人受惠，实非浅鲜也”。

严康懋还涉及对渡船、市政
部门的改造与建设，将大道头仓
门的渡船改为义船，在两岸建筑
码头，以便旅行。 还和士绅周友
胜为改造大衙头咸昌门二渡，在
功德林召开整顿渡头大会。 同
时， 严康懋还参与巡防董局、监
狱的建设，他出席鄞县巡防局董
事会，讨论其募捐数额、购置枪
械以及因巡防经费支出，务请全
数认捐，以便分派驻防等决议。

今日宁波鄞州慈善地标———善园，即为严康懋家族留给后人的精神财产

严康懋（1878-1929），浙江鄞县人，为民国早期
“宁波帮”杰出代表，在沪、宁两地拥有多家银行、钱
庄、木行、药行等，曾为上海总商会第八任会董。 严氏
一生节俭好义、乐善好施、扶贫赈灾、惠及乡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宁波是妇孺皆知的爱国爱乡的金融
家、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