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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叫金魯賢，1916年6月20日生於上海南市。1914年，第一次世
界大戰爆發，戰況慘烈。我國屬協約國陣營，向同盟國之德奧宣戰，派
了許多青壯年去法國參與後勤，以補其由於男丁多赴前線而缺乏勞動力
的不足。中國北洋政府首領袁世凱，為了個人野心，迫於日本軍國主義
的壓力，簽下了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日本又乘機侵佔膠州半島，企圖
把中國淪為它的殖民地。袁世凱復辟帝制，遭全國人民反對。不久，
「洪憲皇帝」鬱鬱而終，其任命的各地督軍以不同列強為後台，爭權奪
利，各自獨立，互相殘殺，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1918年歐戰結
束，次年，美、英、法勝利國簽訂凡爾賽和平條約，將德國原先在我國
山東的特權不是歸還我國，而是交與日本，激起民憤，爆發了「五四運
動」，迫使北洋政府代表拒簽和約。
我出生的時代，是我國人民遭受內亂和侵略的苦難時代，幼年時國

家只有國恥日而無國慶日。
我出生的第二天是青年主保聖類思•公撒格（Aloysius Gonzaga）瞻

禮，我領洗聖名為類思，法文名 Louis，父親就給我取名為魯意（譯
音）。上中學時，班主任說「魯意」毫無意義，改成魯賢。可是普通話賢
讀 xian，與原音不符，但仍用到今天。
我父親在家沉默寡言，早上出門上班，傍晚回來，星期天在家看

書，往往看小說，尤愛偵探小說。他不斷抽煙，很少和我們兄弟倆講
話。今日回想，似乎他從沒有和我們說過話。往日領聖體前，要守空心
齋，由半夜起到領聖體止，連一滴水也不能進，他有病，所以只得每年
領一次聖體。父親對人很大方，還記得過年前清理別人給他寫下的借條
時，他會對母親說：「這個人和那個人還不出了，不向他們要了吧。」於
是把借條燒掉，母親總是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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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們家的客人較多，我姑母家的人來得最多，特別是張登堂（後
做神父）和他的弟弟張登隸。我家敗後，父母亡故，一次在馬路上遇到
他，親熱地叫他，他不理我，我難受了好久，由此嘗到世態炎涼的味
道。
我沒有看見過家譜，祖先世代務農，是窮人，無地位，也許根本沒

有什麼家譜。我對祖先的概念很模糊，只記得祖父。
村上老人指著相連的七個墳向我說：「金家巷姓金的老祖宗是七兄

弟。」幾百年前他們來到這塊荒地，開墾，結婚，生兒育女，眾多子孫
聚居一處，就叫金家巷。奇怪的是，「文革」時代剷除這七個墳時，卻
發現其中一個墳是空的。有條小溪穿過村子，把它分為兩片，稱為溪
南、溪北，我們老家在溪南，教堂在溪北。
村裡人都是天主教徒，什麼時候開始奉教的，我不知道，老人也

說不清楚，無從考據。金家巷教堂曾是主教座堂。朝鮮人金大建（Kim 
Taegon）曾在澳門讀神學，陪朝鮮首位主教 Joseph Ferréol從澳門返朝鮮
前路過上海，1845年8月17日上海主教就在金家巷聖他為神父。他在橫
塘教堂獻了頭台彌撒，後經北京重返朝鮮，第二年去世，年僅26歲。
1984年5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Paul II）在漢城（現名首爾）立他
和其他102人為聖人。金安德肋（Andrew）是韓國教會的驕傲，也是金
家巷的光榮。
金家巷第一位神父叫金若瑟，他是江南教區派往意大利深造的第一

位中國人；第二位神父叫金文其，1931年聖神父，派在蘇州張涇做本
堂，於1937年12月被日寇殺害；第三位神父是我；第四位是金鶴亭，
已故；第五位是金振岐；第六位是慈幼會士金充威，現在羅馬福傳部工
作。
我的祖父金新衡，聖名保祿，是個虔誠教徒，生於1844年。小時

候太平天國打到上海，太平軍留長髮，被稱作「長毛」。祖父常說自己
被太平軍抓去，在後勤當雜工。他的第一個兒子叫信德，第二個兒子叫
望德，就是我的父親。他希望生三個兒子，以信、望、愛三德命名。
但他只生了兩個，他堂弟生了兒子，遂取名愛德。祖父後來到上海做
學徒，及後在愛多亞路（今延安路）和河南路轉角開食品店，出售牛羊
肉、洋酒、洋罐頭、黃油、奶酪等，專賣給外僑。他還販牛，賺了錢就
買地蓋房子並出租房屋，很有經濟頭腦。1925年春腦溢血，倒地而亡，
享年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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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生於1885年，名望德，字仲超（信、望、愛為超性的聖
德，排行第二，故叫仲超），聖名路加。我母親比父親大一歲，生於
1884年，名張雲貞，聖名路濟亞，浦東張家樓人，張家樓距金家巷約兩
公里。外祖父叫張志堂，也叫良海，他很早到上海謀生，做過英國總
會和順昌洋行買辦，後來因炒外匯失敗破產（1917年列寧領導十月革命
前，外祖父買入大量沙俄盧布，革命成功後這些盧布變得分文不值）。
我母親有一妹，叫張望貞，崇德女中畢業後，入拯亡會當修女。拯亡會
是個法國修會，很嚴格，進去要交許多錢，我父親出了這筆錢。
我的外祖母早死，外公後來續弦，繼室姓曹，老家安徽。我的繼外

祖母生了兩個兒子，四個女兒，其中一個兒子早夭。
我父親在徐匯公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以後又去洋行做事（所謂洋行

就是現在所謂的外資公司）。父親的中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是當
時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國的「和記」公司聘他到南京去做華經理（也叫買
辦）。他回家告訴我的祖父說，他要到南京去工作，祖父不高興，跟他
說：「父母在，不遠遊。」父母在世的時候子女不能到外地去，應該每天
到父母身邊問安，孝敬父母。父親因南京那邊給的待遇很高，偏要去。
祖父說，你要去了就跟我沒有關係。可是父親還是到南京去做事。祖
父一怒之下，把他賺的錢全部留給在身邊的大兒子，即金信德，我的伯
父。
我的父母婚後第一年就有了小孩，是個男孩。可是沒幾個月就因病

夭折。父母很希望再有小孩，可是等了九年才又有了孩子，就是我的姐
姐，父親覺得她是為安慰父母而出生的，給她取名慰萱（萱意指母親，
即她的出生安慰了母親）。她出生在9月聖母聖名瞻禮前夕，所以聖名
瑪利亞。我姐姐非常聰明，10歲就到徐匯女中住讀，那時候叫崇德女
中，深受老師和同學喜愛，我也非常愛我的姐姐。
姐姐3歲時，我母親又懷孕了，懷的就是我。可是我來得真不是時

候。媽媽一懷上了我就生重病，幾乎死去。母親一心一意想回上海，說
死也得死在上海。父親當時正春風得意，但他不願母親不高興，為了深
愛的妻子，只得辭職陪母親回上海，為此而與洋老闆鬧翻，此後再也沒
有風光過。回到上海，父親一時找不到好工作，正心煩的時候，我呱呱
墜地。據說，人家把我抱給他看時，他不屑一顧，說我沒有給他帶來好
運，當然他以後也認了我。母親有病，自己不能餵奶，雇了一個奶媽。
奶媽很疼我，我斷奶後，她每年來看我時，母親都好好招待她，給她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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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錢，還有首飾。後來我家敗了，家沒了，她無法再來看我。我還記
得她個兒比母親高，年齡和母親相同。
我兩歲半時，弟弟出世了。弟弟來得是時候，父親已找到了很好的

工作：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又成立一個房地產公司，
他們聘用父親，待遇很高。我們全家特別愛我的弟弟，他生在11月中
旬，近聖達尼老瞻禮，因而聖名叫達尼老，父親給他取名達義。我們沒
有按家譜排名，我的堂兄為寬生、仁生、智生、禮生，我父親堅持用聖
名，我叫魯意，弟弟叫達義。父親抽煙，抽的是粗大的哈瓦那王冠牌雪
茄，還留過兩邊翹起來的八字鬍子，有時穿西服，有時穿長袍，褲子總
是西式的，相當洋化。父親朋友很多，我記得他最好的朋友名陳憶德，
他們情同手足，可惜陳憶德英年早逝，父親得悉死訊後哭了，這是我見
到父親流淚最多的一次。事隔八十多年，陳憶德的孫女陳英男知道我父
親是她祖父最好的朋友，帶了她祖父的照片來看我，使我很感動。
我幼年時記憶力很好，還記得弟弟出生後，母親抱了他睡覺，卻叫

我睡在她腳旁，我還不樂意的情景。我還記得，母親用繩子綁著我，另
一端繫在她手上，我走得遠了，她就收緊繩子把我拉回來。
我出生時家在南市城隍廟前方濱路鄰德里，靠近小東門。當時上海

最熱鬧的是南京東路，次之小東門，再其次是公館馬路（後稱金陵路）、
北四川路，今天的淮海路還沒有出現。
我家不久搬到三牌樓，淘沙場，住在一個小弄堂內，石庫門。弄名

善德里，住有三家，我家住2號，1號住姓葉的，房主是跑街（即現在的
推銷員），3號姓汪的是安徽人，茶商。我懷念這所房子，因為這是我一
生中唯一可以稱為是家的居所。我12歲後父親經商失敗又患病去世，
我就沒有了家，寄人籬下，甚至無處可寄。以後修了道，聽領導命，沒
有自己的家；一生中有二十七年之久以監獄為家，以後以教堂為家，直
到今天。我記得善德里的家有一個小天井，放些盆花，也是小孩子玩兒
的地方，打彈珠，踢毽子。天井後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客廳，旁邊是廂
房，客廳的樓上是用飯的地方，樓上廂房是父母的地方，中間放著兩張
床，大的是母親的，較小的是父親的。我姐姐住在下面廂房。我大了一
些，在客廳的樓上放了一張床，我一個人一間，有了自己的天地，晚上
可以多讀書，實際上是看小說。

我對善德里2號特別有感情，1951年回國後去看過一次，1982年釋
放回來後又去看了一次，一切完好如初，只是房主人不認識我。2004年



幼 年 9

4月再去看時已成平地，準備蓋高樓。善德里終於在我眼前消失，但仍
存留在我腦海中。

我童年時代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學校就在教堂的旁邊。我的會口
是老天主堂，位於上海的老城區內，靠近城隍廟，上學去教堂都穿過城
隍廟，廟前廟後十分熱鬧，都是小商鋪，或小攤子。我和我弟經常去
的地方是賣小吃的，比如烤魷魚的、賣梨膏糖的、拉洋片的，還有賣武
的、耍猴子的。當時的城隍廟是普通老百姓的娛樂場所，今天的城隍廟
已是高級旅遊商業區了。
老天主堂真是老，是徐光啟的孫女修建的，有四百年歷史，應是文

物。堂是宮殿式的，也可以說是廟宇式的，我很喜歡。教堂老，本堂神
父也老。我記得本堂神父姓倪，80多歲，名西滿，舉行彌撒聖祭時往
往坐著。接任的是金瑪竇，也80多歲。老天主堂幾經滄桑，清朝禁教
時做過關帝廟，解放後被學校佔用，學校現已搬走，教堂還沒有歸還給
我們教會，但願早日落實政策。上海教區的李式玉神父、張家樹主教、
艾祖章神父、閻智恩神父，還有我，都在老天主堂領的洗，頗具歷史意
義。
我母親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私塾，沒有讀正規學校。她是個虔

誠的教徒，每天領我們去聖堂望彌撒。在家中，她領我們念玫瑰經和晚
禱。當時我們家有兩個保姆，但她晚上必下廚房親自為我父親做菜（父
親中午不回家）。我記得她空閒時就為我們姐弟三人做布鞋，納鞋底。
有一次我和弟弟穿她做的鞋才幾天又破了，她生氣地說：「不為你們做
了，買皮鞋穿吧。」以後我們再也沒有穿過她做的布鞋。我記得每天有
一婦人來給她梳頭（我們叫梳頭娘姨），我站在旁邊看。抹頭髮用的是
刨花水，即木工刨下的木片浸泡在水中使水有黏性，哪像今天有膏呀，
粉呀，水呀，膜呀，這麼多的化妝品。
母親好客，農村有人來，她一律熱誠招待，往往留他們過幾夜，臨

走還送他們錢或衣服。我和弟弟很喜歡客人來，每當家中來客時我們都
跳呀，跑呀，母親說我們又犯了「人來瘋」。記得有一次弟弟追我時，
我跌了一跤，撞在床角上，流了許多血，還留下一個疤，幸有頭髮蓋住
沒有破相。我和弟弟鬧時，母親說：「他們明悟未開，開了就好。」總是
原諒我們，不打我們。



我出生在上海，但受家庭影響，說話仍是浦東口音，一開口，人們
都知道我是浦東人。這裡講一講浦東，上海因黃浦江的分割自然形成兩
個地區，黃浦江東面叫浦東，西面叫浦西。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外
國人來了，有了租界，因租界都在浦西，故浦西發展得很快。浦東一直
是農田，浦東人都是農民，種的是水稻與棉花。一江之隔，天壤之別，
浦西成為東方巴黎，浦東一直是落後的農村。我小時候逢正月十五燈
節，提著燈（外面是紙糊的，裡面是蠟燭）在弄堂裡跑來跑去，媽媽教
給我的歌是「希望一年花也好，稻也好」。稻指水稻，花指棉花，希望
種出來的稻好，種出來的棉花也好，反映出農民的氣息。20年代初，浦
東只有緊靠黃浦江陸家嘴一塊地方有英美的煙草公司（就是製煙廠），
還有紗廠，此外啥也沒有。我們小時候過江沒有輪渡，要回老家去，只
有小舢板，二十來人擠在一隻小船中，人搖櫓過江。到了那邊，沒有大
路，只有很狹小的土路，可謂羊腸小道，當然沒有汽車，沒有馬車，也
沒有黃包車（人力車），只有一個人推的獨輪車。獨輪車的每邊可以各
坐三個人，車工一個人推著這個車子發出咿呀咿呀之聲慢慢往前走。
金家巷離黃浦江大約6公里，整個村子是農民，百分之八十姓金，

還有百分之二十姓唐，連個商店也沒有。要買東西，如日常用品，還要
靠被稱作貨郎的人（就是一個人挑個擔子，有油鹽醬醋還有針線等日常
用品）。貨郎來了，手晃一個搖鈴，大聲吆喝，大家就出來買東西，有
的人用雞蛋換。真正要買東西，還要跑到好幾里以外的洋涇鎮上去買，
可見老家很落後。老百姓白天種田，晚上有的紡紗、紡麻，有的織布
（用土的織布機），織的布很結實牢靠。後來外國人來了，有了所謂的洋
布，土布便沒了銷路。

2

浦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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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當然沒有電燈，也沒有煤油燈，而點菜籽油燈，燈草放在一個
圓盤上點著，有一點點光線。《儒林外史》裡講，一個守財奴死前還伸出
兩個手指頭來，只有他的妻子明白，他認為點兩根燈草太浪費了，只要
一根就可以了。浦東的物質文明落後，可天主教的教務卻比較發達，每
三里或四里就有一座教堂，旁有神父樓，稱為洋房。我們浦東金家巷這
個堂曾是主教座堂，旁邊的一個小堂我們叫老堂，老堂就是主教座堂，
以後蓋了一個大教堂，主教曾住在金家巷。幾次被毀後總是教友籌資再
造。浦東的聖堂都由貞女即守貞姑娘管理。那時候還沒有中國修女會，
貞女發守貞願，為教會服務。神父要管好幾個堂口，像金家巷本堂神父
有將近十個小堂口：楊思橋、嚴家橋、界溝灣、唐家衖、南黃等。神父
巡視堂口，事務由貞女管理。貞女一心一意為教會服務，不拿工資，義
務勞動，做手工活兒養活自己，一生奉獻給教會。她們曾為上海教區做
出巨大的貢獻，教會不應忘記她們。
當時浦東教友以身為浦東教友而自豪。浦東出身的神父很多，我回

想一下，在我青年時代，上海教區有將近五十名神父是浦東人。修女更
多了。浦東教友在20世紀20年代認為可以成立一個教區，成立一個國
籍教區。他們聯名上書羅馬，請求教宗成立一個浦東教區，由浦東的神
父來當主教。羅馬收到此信後沒有答應，反而把這封信轉發給上海的法
國籍主教。這個事情觸犯了法國籍主教，主教看信後很生氣，把幾個領
頭簽字的人叫來大加訓斥，說他們犯了罪，並叫他們做公堂補贖，不然
要開除他們的教籍。

天主安排得奇妙，解放後第一位上海教區主教是浦東川沙人龔品
梅。龔品梅失去自由後代理主教張士琅，是浦東張家樓人。以後的張
家樹主教也是浦東人，張家樹去世後來了一個名叫金魯賢的，也是浦東
人。所以浦東人希望由浦東人做主教來管理教會的願望，天主以另外的
一種方式做出了安排。可惜，現在浦東的教會不發達，修道的人很少。
現在浦東神父只留下幾個老人，年輕的只有黃正平一人，我祈求天主使
浦東的教會、浦東天主教能夠復興起來，改變現在這樣進堂的老年人多
青壯年人少，小孩子也不多的狀況。

我小時候浦東不但經濟不發達，浦東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盲很
多。在20年代政府做過一個調查，中國文盲最多的縣，第二名就是浦
東南匯縣。全中國文盲最少的卻是江蘇蘇北鹽城。浦東人除了種田以外
還有做手工藝的，多數都是裁縫，還有廚師、木工，知識分子很少。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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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也沒有什麼名人，最有名的一位是張聞天，曾是共產黨的總書記，為
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他從不爭權奪利，是很偉大的革命家，值得後
世欽仰。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親、我外祖父都在外商公司任職，殖民主義的

影響頗深厚。當時滿清剛被推翻，辛亥革命才成功，又被袁世凱取得
了政權，封建勢力基本上還統治著人民的思想，廣播呀、電視呀都未發
明。家裡有一兩份雜誌和一份《申報》，教會學校內沒有政治課，沒有
愛國主義教育，人們的思想很閉塞。我兒童時期對國內外形勢的知識，
大抵來自晚上父親與親友來家吃飯時偶然聽到的隻言片語，我似懂非懂
地記在腦中。當時正值國內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他們茶餘飯後談論那
些督軍，都帶著貶義，認為他們實際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只推崇吳
佩孚將軍，說他廉潔，沒有多少私產，說他愛國。別的政客、軍閥都在
天津租界內買有房子，一旦下台就躲到租界去求帝國主義庇護，獨他吳
佩孚始終不入租界。他們不喜歡馮玉祥，說要不是馮倒戈，吳就能統一
中國。後來事實證明吳愛國，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佔領華北後許多政客
跳出來做漢奸，日本人多次請吳出面組織偽政權，被吳嚴辭拒絕並要求
日寇撤出中國，包括東北三省，終被日本人害死。小時候聽到的話一直
記住，不禁想起家庭的影響。



3

上 學

我6歲上小學，先在女校，上啟蒙教育，兩位女教師一位姓壽，一
位姓顧，很有耐心。我記得一個女同學姓徐，家境很好，非常文靜，她
後來修道進了獻堂會，當修女，她說一直記得我。
第二年轉男校，我只記得姓諸和姓胡的兩位老師，因為我們每天望

彌撒，早飯和中飯都寄在堂內吃。另一位同學名叫倪麟祥，住在董家
渡，因為老天主堂本堂神父倪西滿是他的叔祖父，他也到老天主堂小學
念書，早、中飯也寄在堂內。同桌的是杜子山老先生（教區聘的管理南
市出租房的先生）和他的孫子。後來倪麟祥和我同進徐匯公學念書，同
年（1932年）畢業，同時進小修院和大修院，他後來染上肺結核，過早
去世。他的侄女倪瑤後來和我的一個表甥吳祖祥結婚，我和他們一直有
來往。
至於小學生活，只記得在練寫毛筆字時，諸老師偷偷走到後面，在

我寫字時用力拔我手上的毛筆，被他拔走，他就得意地教訓我，拔不走
時（很少幾次）他就誇獎我握得緊。略大一些時寫作文，開頭老學大人
口吻，寫：「夫人生於世」。
一次我和我弟弟上學時商量逃學，回家向母親說學校臨時放假，母

親相信了。誰知道諸老師因為我兄弟倆沒有去學校，怕出了什麼事或我
們病了，晚飯後特地到我家來看望。他一來，父母就知道我們撒謊逃
學。一送走老師，父親頓時大怒，叫我們跪下，拿起雞毛撣子向我狠
抽，說我是哥哥，必是我帶壞了弟弟，幸而母親在旁好言勸阻了他。以
後，我們當然再也不敢逃學了。

1926年我10歲，父親把我送到徐匯公學小學部住讀。徐匯公學非
常嚴格，開學以後就沒有假日，不能回家。我記得，進校後約一個多
月，母親到校來看我。她先去找校長，校長是外國人，叫姚贊唐（Y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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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校長叫我去並對我說：「你媽要領你回去，因為你的外祖父70
歲大慶了，我許你回家去。」母親領我出去後對我說：「我還是第一次看
到這樣一個外國人，那麼長的鬍子，跟他說話好害怕。」又說，「我這是
第一次說假話，就是因為我想你，要看到你，捨不得你，想帶你回去住
兩天，才說你外祖父做70歲大慶，實際我說了假話，我一輩子就這一
次說了假話。」小孩子不懂事，能回家當然開心了。事後我想，母親真
愛我，她是好人，一輩子從不說假話，為了我的緣故她說了假話。我很
感動。



上海天主教是法國耶穌會巴黎省的傳教區，在上海他們辦了許多教
育慈善事業，中學、大學等等。他們主要的活動範圍在法租界。「租界」
兩個字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有些費解，我兒童、青少年時代都生活在租
界內。所謂租界就是我國政府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
把某地的部分國土割讓（美其名為租借）給某個帝國主義列強，作為其
領土，成為國中之國。租界內的行政、治安、稅收、財務、司法都屬外
國人管轄，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應向「租借」國納稅，遵守該國
法律。租界內的警察一般由該國殖民地徵來，比如法租界的警察大抵是
安南（現越南）人，英租界的是印度人。這些警察雖來自殖民地，居然
也瞧不起我們中國人。法國的租界從黃浦江開始，南面是人民路，北面
是愛多亞路即現在延安路，一直到徐家匯。從愛多亞路（延安路北面）
到蘇州河北岸屬英國人，稱英租界。虹口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楊樹浦是
美國租界。以後這幾個租界合併成公共租界。法租界還是法租界，是法
國人的勢力範圍。租界是我國的恥辱。
那個時候上海天主教會活動的範圍基本上在法租界，不讓他人進

來。當時上海教友有一個公教進行會，很活躍，很出名，有陸伯鴻先
生、朱志堯先生等辦慈善事業，辦學校，傳教，可是當時法國主教規定
他們不能在法租界活動。公教進行會辦的事業，譬如新普育堂、一心中
學，在南市。他們開的醫院都在法租界以外。在楊樹浦區有耶穌聖心醫
院，在北橋有普慈療養院，專收精神病患者，在閘北有聖母聖心醫院，
在松江有若瑟醫院等。可就是不讓他們在法租界內活動。陸伯鴻先生認
為徐匯中學只教法文，而在上海英文更有用，他去美國時邀請了美國加
州耶穌會來上海辦一所中學，主教姚宗李（Prosper Paris，法國人）很生

4

當時的中國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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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表示反對。陸先生急忙趕到羅馬親自請示教宗，教宗批准了，上海
法國耶穌會士不能反對，但讓他們開設在公共租界內，取名金科中學。
那時整個中國天主教會也根據傳教士所屬國家、修會被劃分。譬如

江南省歸法國耶穌會，及後江南省分成江蘇、安徽兩省，江蘇仍歸法國
耶穌會，而安徽則歸西班牙耶穌會。河北南部也歸耶穌會，其中獻縣歸
法國，大名歸匈牙利，景縣歸奧地利耶穌會。內蒙古這一帶是比利時聖
母聖心會的傳教區域。山東主要歸德國人。美國人來得晚，他們就進駐
廣東的江門教區、梅縣教區。遣使會來得早，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
部、浙江、江西省均有教區。方濟各會一部分在山東地區，一部分在山
西。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東北、四川、廣東、貴州。奧斯定會在湖
南。愛爾蘭的高隆龐會在湖北漢陽和江西南城。聖言會來得較晚，在山
東、河南和甘肅部分地區。
中國的傳教區既根據修會來劃分，中國教會的事務也就由各修會控

制，決策權在國外。各國政府以保護僑民為理由，也在控制各傳教區。
法國政府以擁有羅馬教宗賦予的保教權名義，更對教務進行干預。中國
天主教會不在中國人的手中。各修會沒有一個通盤的規劃，各自為政，
不利於福傳。教宗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想改變這個局面，發表了
一個《夫至大》（Maximum Illud）的通諭，強調傳教區重點應是培養國籍
神職人員，務使國人治教。在中國的外國主教反應極冷淡，扣住不傳
達，只有四川的光主教（de Guebriant）積極響應，教宗就任命他為巡閱
使，代他巡視中國的教會。他去羅馬作了匯報，教宗決定派一名代表常
駐中國。馬相伯得到原文後譯出，通諭才得流傳。



1926年9月我進入徐匯公學小學部（當時稱徐匯公學，1933年為了
向國民黨教育局立案改名為徐匯中學），舍監是張家樹神父（他以後升為
校長，我1937年入徐匯中學出試時他為院長，1982年我從監獄回申，
他是主教。我一生關鍵時刻總有他）。當時學校紀律很嚴，1927年國民
黨北伐軍打到上海，學校臨時停課，放學生回家，這時我的厄運開始來
了。4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母親感到身體不舒服，躺在床上，實際是
腦溢血，一會兒右肢麻木，說話不清楚，父親請了何理中醫生來，他診
斷後打了幾針。星期天又過來看了一次，說好一點了，星期一早上他看
後說已有好轉，爸爸就把我打發到堂裡去請神父為我媽做彌撒，可是回
來的時候只聽見裡邊正在號啕大哭，知道母親已過世了，我沒有能夠送
終。
一年後，我在學校時，父親拿著一盒巧克力糖來看我。原來父親做

買賣失敗，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和上海全套紅木家具賣掉，說要出遠門去
了，好幾年不回家，給我留下一筆錢放在徐匯公學，讓我可以把中學念
完。我母親是1927年4月10日死的，那時我不到11歲，今日我又要失
去父親。父親拍拍我的頭走了，我木頭似地站著，看著他的背影逐漸消
失，一個人含著淚回到自修室去，低頭流淚。

我幸福的童年生活就此結束，很短，十年左右。但我母親的熱心敬
主、溫良慈愛，以及父親的沉默寡言和慷慨大方，深深地影響了我。
到放暑假了，別的同學回家，我無家可歸，孤零零地留在學校。我

家富裕時，常有親戚帶些食品到學校來看我，父親失敗了，沒有誰再來
看過我。過了一年，我父親出現了，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沒有過去那麼
好，收入也不高。他一個人住在單位裡，讓我姐、我弟和我住在學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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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寒暑假他去旅社租了一間房子，讓我和弟弟兩個在一起，伙食也包
在旅社裡，我們一個星期一次去父親工作處領取零花錢。
可是1931年我父親病了，肺炎（在現在來說肺炎不是什麼大病，青

黴素一打就好了），那時沒有特效藥。他先到當時的廣慈醫院，後來看
不好就出來，臨時住在我的外祖父那邊，請中醫看。我知道父親病重，
向校長張家樹請假去看父親，張不批准，就在那天晚上快睡覺了，忽然
張叫我去，說我的姨夫來了。姨夫告訴我，父親病危。把我領到外祖父
家裡時，父親已經去世，我也沒有能夠送終，造成終身遺憾。隔了一天
請崔神父（Baumer）來做追思，牆上掛著父親的照片，本堂神父說這個
不允許，叫我們拿走，說這是羅馬的命令。真是莫名其妙。
那天是1931年4月11日，我們姐弟三人成了孤兒。父親死時有一些

錢留給我們，不太多，我記得外祖父向姐姐借去了兩千，姨夫和舅舅來
跟我姐姐說：「你們把錢存在銀行裡利息非常低，交給我們去給你們找
一個更好的地方存，利息高。」姐姐把銀行裡的3300塊錢都交給了姨夫
和舅舅，誰知道他們當天就把這些錢拿到賭場給賭光了，不要說利息，
本錢也沒有了。多年後，另一個阿姨向我承認，在我父親去世時，她也
乘亂取了1000元。1945年，在我聖神父的前夜，伯父來看我說，我父
親放在他身邊有4000塊錢，他怕我亂花不給我，說：「當時你們小，不
給你們。1931年4000法幣，現在幣制改了，兩折一，4000變2000，今
天給你。」他又說，1931年的4000法幣，可以從黃浦江邊擺800桌酒到
金家巷，今天的2000法幣你可以乘三輪車去四川南路走一個來回。我
伯父叫我收下2000元法幣，並說：「我們清了。」我姑母找我姐並對她
說，「老家裡埋有兩罈元寶，是你們祖父給我的，不是你們的」，姐姐和
她一起去在床底下的確挖出了元寶，她全部拿走。事後姐姐向我說：
「既是給她的，為什麼爸爸在世時她不來取？」我說：「我們的親戚為什
麼都那麼狠心？」這樣一來我們真是一貧如洗了。姐姐輟學了，我們家
沒有了，錢也完全沒有了。



這時我的一位堂叔祖父金福山出現了，他和我祖父一樣，與人合資
開設一個專供外商的副食公司，名「同茂」，英文名Dombay & Son，規
模大，生意興隆。他為人一直慷慨大方，曾捐鉅資在徐匯公學設立了一
個獎學基金，專門幫助那些貧窮家庭的少年。他也虔誠恭敬天主，參加
公教進行會，休假日去郊區傳教。他見我們三個孤兒可憐，就對我們
說：「你們住到我家裡來吧！」我們去了，他待我們如同他的子女，我
們有了安身之處，我迄今仍感激他。在彌撒中紀念亡者時，想到他和待
我特好的他兩個女兒，一個叫金英修，是獻堂會修女，曾做仿德中學校
長，另一個叫金德修，終身沒有結婚，撫養她妹妹金惠修遺下的兩個小
孩子成長。
姐姐在父親的遺物中，看到一個我們叫他叔叔的人曾向父親借過

600元錢的借據。這個人在洋涇鎮上開有木行，姐姐拿著借據去找他要
錢，竟遭他趕出門外。姐姐向金福山說了，金福山叫他自己的法律顧
問寫了一封律師信去催，他馬上乖乖地把600元送來，金福山為我們存
下，我們又有一筆錢了。姐姐後來經人介紹去華懋公寓（後改名為錦江
飯店）工作，管理一個圖書室，室內圖書供房客借閱，工作輕鬆，月薪
70元，不低，姐姐更有條件照顧我了。姐姐很愛我，口中常說：「大弟
弟好。」她說等我聖了神父後，她就進修院當修女。

1935年12月8日金福山去大場宣傳福音，彌撒後，用完早餐走向汽
車時，寒風一吹突然倒下，送到醫院已無法搶救，年僅53歲。他聖名
若瑟，我每天彌撒時都想到他。像他這樣的好人，一定已在天國永遠享
見天主聖三。

6

堂叔祖父金福山



我的姨母是拯亡會修女，在啟明女中和徐匯女中教數學，有一個她
最喜歡的學生，名叫陸納英。姨母在我父親去世後很想幫助我，去找陸
納英，向她說：「我最愛的外甥成了孤兒，是不是你認他為弟弟，你媽
認他為乾兒子？」陸納英回去和她媽說了，她媽請了我姐姐去談，得我
姐姐同意，陸納英領我到她家，拜見了陸太太，叫了她一聲媽。陸納
英後來一直照顧我，去修院探望我，製衣服送給我，直到我進耶穌會為
止。
陸納英，1908年生，聖名加大利納，所以叫納英。她父親名叫陸

伯鴻，聖名若瑟，有名的企業家，曾是上海南市電力公司、電車公司的
總經理、南市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閘北水電公司總經理。除了租界外，
所有上海華界的水電都掌握在他手中。他又創辦和興鋼鐵公司、大通輪
船公司，他兼總經理之職。他尤其是大慈善家，負責新普育堂，收養孤
兒、老人、病人約二千餘人；他創辦了普慈療養院，專收精神病患者；
創立楊樹浦耶穌聖心醫院、閘北聖母聖心醫院、松江若瑟醫院。他也
是個教育家，創辦董家渡公教進行會小學、南市一心中學、嘉興明德女
中，籌建楊樹浦女子職業中學。最突出的，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
每天去董家渡天主堂輔彌撒，路過聖堂必去拜聖體，汽車內放有《師主
篇》，抽空念一段。他曾是全國公教進行會（Action Catholic）的會長，
休息日去附近縣、鎮宣傳福音，建立了多所教堂；他和上海幾所醫院掛
鉤，下班後去給病人講天主教要理，勸他們領洗，羅馬教宗封他為袍劍
爵士，1937年12月30日不幸遇刺身亡。

陸納英在徐匯女中畢業後，她的父親叫她去由他創立、由修女管理
的嘉興明德女子中學當校長，陸納英自覺學歷不高，要求進大學繼續讀
書。但當時上海惠濟良主教（Haouisée）規定，凡讓子女入非天主教辦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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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念書的不准領聖體。這是極嚴厲的措施，當時天主教沒有辦女子大
學，震旦大學當時又不收女生，公教家庭的女兒就受不到高等教育，這
是極不合理的。陸納英為自己為其他公教女生打抱不平，決心衝破這不
合理的規定，但他父親是楷模教友，怎敢違背主教之命？陸納英就獨身
一人去見惠主教，據理力爭，取得惠的同意，考入蘇州基督教辦的東吳
大學法律系。四年努力，取得學位。這時她父親辦的女子職業學校已竣
工，命她當校長。同年日寇侵略我國，上海淪陷，她父親被刺死，她悲
痛之餘去比利時留學讀社會學，回國後致力於教育事業，「文革」中遭迫
害致死，「四人幫」倒台後始得平反昭雪。她這樣一個傑出的人才生不逢
時，未能施展才能抱負，令人惋惜。
我的姨母張望貞修女特別喜愛的另一個女生叫榮德先，榮和陸納

英在徐家匯讀書時成為好友，陸略大於榮，以姐妹相稱。她們兩人和
我姐金慰萱也是朋友，我在陸家認識了榮，她是無錫人，其父榮子威
在上海經商。榮德先在徐家匯啟明女中畢業後考入陳光甫創辦的上海
商業銀行為職員，經人介紹嫁到朱家，丈夫叫朱義生，曾留學美國學理
工，在美時認識瑪利諾會年輕的會士華理柱（James Walsh），並多次去
過他家作客。華到中國後，在廣東梅縣一帶宣傳福音，後被任命為江門
教區主教。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回到美國，1948年隨紐約史貝爾孟
（Spellman）樞機來中國訪問，史樞機把他留在中國，教廷駐中國公使黎
培里（Riberi）創辦中國天主教教務協進會（Catholic Central Bureau，簡稱
CCB），任命華為秘書長，指導和協調中國天主教事務。CCB設在上海
岳陽路，1951年上海軍管會勒令 CCB停止一切活動，逮捕了若干人，
華留在中國不走，當時已無國外津貼，生活清苦，榮德先的丈夫朱義生
住在 CCB附近的永嘉路，經常帶食品去探望華，引起政府注意。1958
年人民政府以間諜罪逮捕了華，同時以當華情報員的罪名把朱義生逮捕
並關在提籃橋監獄。已判刑在牢內做勞改犯的蔣衛琳神父曾見過朱，華
被判刑二十年，尼克松總統來訪前夕，獲中國政府提前釋放，而朱卻死
在監獄。

朱義生的父親朱志堯是與陸伯鴻齊名的大企業家，曾創辦同昌紗
廠、求新造船廠、合眾碼頭倉庫公司等，也是大慈善家，一生資助的窮
人不計其數。一次，朱志堯賣掉在浦東的一塊土地得到鉅款，立即把它
捐給教會和慈善機構，當時他向他的子女說：「我已在天上給你們買了
大房子。」他是教友的楷模，全力幫助上海教會與其弟海門教區朱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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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以及其他教區，他也任上海公教進行會副會長，羅馬教廷封他為聖
西爾物斯德賚騎尉勳位、三等嘉禾章，1955年去世，享年93歲。像他
這樣一生事主愛人，應列入聖品。
榮德先與朱義生有一子五女，其子朱恩榮要求修道，榮慨然同意其

入耶穌會，後升為司鐸，在台灣從事青年工作，極受學生們愛戴。
通過陸納英和榮德先，我多次接觸陸伯鴻和朱志堯，他們的敬主愛

人對我影響很深。
當時我們讀書沒有今天的兒童少年辛苦，沒有那麼多的功課，那麼

多的作業，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休息。我的記憶力好，老師佈置背誦的課
文，我讀三遍就能背出，費不了多少時間，餘下的時間就是看小說。古
的、新的、中國的、外國的都看，什麼《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
記》、《儒林外史》、《隋唐演義》、《鏡花緣》、《七俠五義》、《小五義》、
《彭公案》、《施公案》、《福爾摩斯》、《魯賓遜漂流記》，林琴南翻譯的各
國名著，以及新作家如胡適、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
丁玲等等，一學期下來我買的小說有一大筐。我喜愛開明書店和北新書
店出版的書刊，也看鄒韜奮編的《生活》周刊。
徐匯公學由法國傳教士創立，教法語。到了高中，除了古文之外，

一切課程包括數理化都用法文講，中國老師也用法文講，中國地理由一
名法國人用法語教法文寫的地理課本。這種教學方式在今天是不可想像
的，也可說是典型的殖民主義式教育。無論如何，我學會了法文，高中
畢業時我已經能看原版的法文小說。

1932年夏，下一步怎麼走？這是擺在我面前必須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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