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
留
学
生
牛
尚
周
温
秉
忠
是
怎
么
样
认
识
的

!

%

!

&

'

!

!"#

!"#$%&'()*+,-./! 0

1(23456789:";<=>&3?

@AB%#0CD0EFGHIJ-KL,

M!>(!"#

!""#

NO(PQF#

!""$

N

R89:ST#UVWXY#Z[\8]^

7W_`-abWXc# ;<=Fde^

7W_`-fbWgY# h,ijklm

nopq! rstsuD$vwQxyz

-{|}N-~oj�-,%!

牛尚周 !!"#$ 或 %"&%'!(%""# 字文
卿#江苏嘉定县人#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
美幼童$ %"$)年!清同治十一年"被容闳选
中#官费赴美留学$ 回国后#任职上海江南
造船厂#婚配倪蕴山长女倪珪金#并成为宋
耀如的媒人$

温秉忠!!"*"或 %"&)'% "#祖籍广东新
宁县#在上海出生#清政府第二批官费留美
幼童$ %"$+年!清同治十二年"赴美留学$回
国后#先后任镇江美国领事馆通译&两江总
督署通译兼秘书& 镇江及天津洋务局总办$

!(,-年婚配倪蕴山幼女倪秀贞$ !(,*年随
宪政改革考察团赴欧美$后来曾三次率领教
育考察团赴美# 并有三批中国留学生随行#

宋氏三姊妹中的宋庆龄& 宋美龄即在其中$

那是 !(,$年夏天# 宋庆龄和宋美龄随二度
赴美考察教育的姨丈温秉忠赴美留学$ !(!-

年#温与宋耀如一起跟随孙中山筹办中国铁
路总公司#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驻苏州办事处
长&苏州海关监督#携家眷等居苏州$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

年"中#曾这样评价他们结识的相互影响*

+侨居波士顿的,天朝人-为数很少#他们住
在查尔斯河另一岸的坎布里奇$ 他们是中
国的有钱人家送出国去接受西方教育的子
弟$譬如温秉忠和牛尚周$温和牛都来自上
海#学成后返回上海#娶了两姐妹#成了查
理的联合保证人$ 他们取得了同样的财富
和社会地位# 在推动中国出版第一批西方
教科书方面都起了作用$ 他们对中国现代
史#对宋家王朝的兴起有过深刻的&不过是
间接的影响$ .

宋耀如与牛尚周& 温秉忠是怎么样认
识的呢%

!(.(年# 美国作家科妮莉亚'斯宾塞著
(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的故事)!%(/*年
书名改为(宋氏三姐妹)#被认为是对宋氏家
族进行详细介绍的最早传记作品$ 但是#作
者在书中已经申明*+本书不是历史传记#而
是故事# 基于事实和虚构情节和事件的故
事$ .的确#书中有很多虚构的故事#作者是
希望人们不要将此当作历史研究的依据$

这本书中写到宋耀如与留学生交往的
故事#但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牛尚周&温
秉忠#而是姓李&姓何&姓王的几个留学生$

作者在 (三姐妹///中国宋氏家族故事)

0%(.(年1中这样写到#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
生们常常在晚上到宋耀如舅舅的丝茶铺子
里谈天说地#享用茶叶和瓜子$ 耀如对美国
还所知甚少# 对留学生们的话题也插不上
话#他扮演的仅仅是倒茶小伙计的角色$ 作
者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分别姓李&姓何&姓王
的几个留学生谈论回国后进行变革救国的计
划#有的说要推行义务教育#有的要投身医疗
事业#还有的要进行社会实验创立示范村$ 而
耀如旁听了几个月的结果#就是他萌生了要上
学接受西方教育的强烈愿望$在一个夏天的晚
上#他鼓起勇气向舅舅提出了这个要求#当然#

舅舅果断拒绝了他# 让他老老实实学习生意
经$ 耀如最终在八月初决定逃走$

这里说宋耀如最终在 ! 月初决定逃
走#作者说的是 !"",年的 "月初#这与事
实是大有出入的$

宋与牛& 温认识的故事# 出现在埃米
莉'哈恩的(宋氏家族)!!(/!年"之中$ 书
中在写到宋耀如+过继.给 23456之后#就
这样写到他们的认识*+耀如在波士顿心脏
的这所华人房子里过着华人式的生活#他
在这里干了三年学徒$ 这时# 他的一次结
识竟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涯$ 两个来自上海
的男孩经常到店铺里和他们的同胞聊天#

万秉纯&牛善周7音译""译注8这表兄俩
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的成员被送往美国#

这个有勇气的大胆行动是由耶鲁大
学的广东毕业生容闳博士组织的$这
个代表团只存在了 %,年#可是#当这
两个男孩#即后来与耀如结婚的一个
上海姑娘的两位表兄#首次踏进波士
顿这家店铺时#便开始编排了另一种
形式的命运$.文中的万秉纯&牛善周
实即温秉忠&牛尚周#而文中的+两位
表兄.应译为姐夫和妹夫$

表面上看# 埃米莉'哈恩为我们
的叙述提供了便利0但是#只有深入
进去#才知道它又给我们带来多少不
便$ 因为她的多处失实记述#使我们
得花费很多功夫#才能还原接近实际
的事实真相$ 比如哈恩说#宋耀如干
了三年学徒# 这是因为她认为宋是
%"$* 年到波士顿的0 实际上宋是
%"$"年到来的# 他在这里干了不到
一年时间$

(宋氏家族)!%(/%年" 又接着写
道*牛&温+这两个年轻的学生同在柜
台后面这个沉思的小男孩攀谈起来$

他们告诉他学校里的生活#以及每年
夏天他们被送往夏令营所过的生活#

可能他俩还添油加醋地吹了一气$ 他
们经常来店铺#并且总是批评年轻的
宋09::38""那些日子#他们就这样称
他的名字///说他总是站在柜台后
面#仅仅满足夜校的学习水平$ 在美
国#一年级的教育水平十分容易达到
0他们认为夜校只是一年级的水平8$

耀如听着#不由得垂涎三尺#也想得到
类似的机会$在他新朋友的怂恿下#他
走到叔叔面前#要求允许他离开自己
的工作#去正常上学$ .

这里#哈恩又说宋耀如在波士顿
依靠他+叔叔.的时候就已经姓+宋
!;::3". 了# 其实宋此时还没有姓
+;::3.#连+;<3!沈".也不是$

宋耀如要求正常上学的结果是*

+毫无用处#他叔叔及其在美的其他家
族成员# 对他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志
向自然毫不感到同情$ 耀如有他自己
的前途#一个很有出息的前途0他将同
其他宋家人干一样的事# 象一只勤劳
的蚂蚁一样工作# 把它们的巢穴建筑
得越来越高# 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精明
的商人#为他的家族增光#到头来也不
过如此$ .除非是中文翻译的不准确#

否则这种夹叙夹议式的讲述# 模棱两
可#颠三倒四#尤其把不少溢美之词附
加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小孩身上#

可能想象远大于事实$

我们知道#关于宋耀如的很多文
学性的东西#来源于醒民等著(宋氏
家族第一人)!%("&年"0而海外关于
宋耀如的很多+史实.#则是来源自埃
米莉'哈恩的(宋氏家族)!%(/%年"$

比如说# 罗比'尤恩森著 (宋氏三姐
妹)!%($*年"#很多内容就是+缩写.

自哈恩的书$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
来洋人也不例外$

罗比'尤恩森是这样写的*+宋耀
如的舅父付路费给他去美国#显然是
期望他的养子能唯命是从#安分守己$

命里注定#前途已如此安排$他将长期
辛勤工作#去学会进口和销售丝茶这
项工于心计的业务$ 波士顿那间发霉
臭的铺子#似乎是他毕生活动的天地$

+宋耀如晓得舅父对自己的期
望$ 然而他思绪纷纭#梦想着去探索
茶店外的陌生世界$

+一些中国学生""清政府派往
美国的教育代表团的成员#满足了他
这个愿望$ 他们向他讲述一些在学校

和夏令营亲身经历的想必是有点添油
加醋的惬意的故事$ 他们吹嘘自己的
计划#说他们回国以后#要把中国从欧
洲中世纪式的时代中拖出来$ 他们对
着这个站在柜台后面秤着一包包茶
叶&局促不安&一言不发的孩子出言不
逊#讥嘲他这样活着毫无意义$

+中国学生每次来访之后#宋耀如
想寻求美国教育的决心也随之增强$

他向舅父谈了这个想法$可是#这个因
循守旧的人却干脆用,不可能-来回答
他$ .+因此# 在大约三年的学徒期满
后# 宋耀如干了一件在中国年轻人中
间闻所未闻的事*他逃跑了$当时他还
不到十四岁# 据说是因为他那轻信不
疑的舅父要派他到本地另一个中国人
开的商店去办一件事$ 他就趁此机会
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了$ .

罗比'尤恩森所写宋耀如从海南
直接去美国#以及+在大约三年的学
徒期满后.云云#这些都是跟着(宋氏
家族)!%(/%年"失实$

相比之下# 斯特林'西格雷夫写
(宋家王朝)!%("*年"=虽然也参考埃
米莉'哈恩的书# 但他是认真核对原
书内容的$ 像他在书中注释说*+在
%(世纪的美国# 年轻富有的中国人
的出现是个稀罕事# 因此有许多记
述$此处引用的是埃米莉'哈恩的(宋
氏姐妹).$又云*+哈恩在她的书中对
宋耀如的两个小舅子做了详尽的记
叙#但是与该记叙相反#事实是这两
人并未就读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于
%("+年 *月 ),日写的 ,致作者信-

中指出了这一点$ .

斯特林'西格雷夫介绍说*+温和
牛当年是作为广东人容闳所组织的中
国教育团的成员来到美国的$ 容闳是
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
生$他在耶鲁大学求学时#即已决定通
过把中国有希望的青年送到西方中学
和大学的办法# 来为改革祖国作出贡
献$ 一八七一年#清廷批准他的计划$

来自上海的小青年温秉忠和牛尚周#

就是属于首批派到美国的留学生$ .

他写道*+他们在一八七八至一八
七九年冬季常来查理的铺子# 边饮茶
边争论怎样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然
后#+他们同查理交上了朋友# 劝他到
学校去#学一门有意义的职业$ 最后#

他们鼓励他去向他的,伯伯-提出这个
问题$那个讲求实惠的伯伯#听了查理
说还有此步他后尘更好的生活的说法
之后很不高兴$他打消查理的希望$因
此查理便动脑筋逃跑$ .

宋耀如与牛& 温相识的经过#海
外出版物的记述已经很多#到了国内
出版的很多文章书籍更是大量写及#

我们选择一些代表性的叙述#看看他
们是如何不约而同地共同演绎宋耀
如的一段海外经历的$

于醒民等著 (宋氏家族第一人)

!%("&年"中这样写道*+当他第一次
向养父提出进大学念书的要求时#养
父惊讶得张大了嘴#象审视陌生人一
样盯着他看#半天才说出一句*,小孩
子#说胡话> -养父的态度#无疑给他
当头浇了一瓢凉水$ 这使他意识到#

要让养父送他进大学几乎是不可能
的$ 聪明的孩子#从此就将燃烧着的
希望埋在心底# 不再向养父提起此
事$ .+两位中国留学生的来访#在阿
虎平静的生活中激起了第一层涟漪$

来访者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

都是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官方留学生的
成员$ .%"$"年#+牛尚周与温秉忠才
有机会再次来到波士顿$ 他俩在游览
市容时# 不时听到市民们在夸奖一位
杰出的中国少年# 说他就在本市唯一
的一家中国丝茶号内服务$ 这引起了
他们的兴趣#于是#他俩慕名来访$ .

+牛尚周讲上海方言# 阿虎听不懂#但
温秉忠的广东话#他听来倍感亲切$三
人越谈越投机#不一会儿#便象阔别重
逢的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了$ .

这些描写#成为后来一些+创作.

的源头#一些+作家.在此基础上添油
加醋地大写宋的这段经历$

尚明轩等著(宋庆龄传)!%((,年"

中则写道*+在波士顿生活不到一年#

宋嘉树由于受到美国民族精神中进取
性和冒险性的熏陶# 不再满足于堂舅
安排的帮助丝茶店经销的命运# 开始
追求更远大的目标$ .+刺激宋嘉树走
上冒险之途的直接因素# 既有探索丝
茶店外陌生世界的好奇心# 又有与美
国对比之下对祖国贫穷落后命运的关
切$ 海南岛家乡的悲惨生活与波士顿
繁荣景象的强烈对比#在少年嘉树心上
掀起难以平息的波澜$他渴望自己的祖
国也象美国一样富强起来$.这里#作者
把少年宋耀如的思想境界拔得很高$

作者又写道*+当时侨居在波士
顿的中国人很少#主要是一些被清政
府派去留学的官宦人家的子弟#住在
查尔斯河另一岸的坎布里奇$他们经
常光顾丝茶店# 在店中高谈阔论#更
在嘉树心上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
这些留学生中#温秉忠和牛尚周0后
来成为宋嘉树妻子的两个姐夫8是作
为广东人容闳所组织的中国教育团
的成员来到美国的# 是 %"$%年来自
上海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们与嘉
树成为好朋友#劝他到学校去学一门
有意义的学问# 将来回国谋一个理想
的职业$他们对宋嘉树的劝告#使他的
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小嘉树终
于下了决心# 于是向已经成为他继父
的堂舅提出在美国求学的要求$但是#

这个已经被太平洋的风浪磨去了棱角
的堂舅# 没有理解搏动于嘉树胸中的
那颗勃勃雄心$ 他的回答是*,不可
能$-他只要求嘉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
小商人#继承他的,家业-$由于与堂舅
没有商量余地#嘉树悄悄地逃跑了$ .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所著 (宋
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

!%(()年"中写道*+%(世纪末期的波
士顿和海南老家在文化&社会和心理
上的距离那就更为遥远了$这位开铺
子的养父想方设法要把这个有培养
前途的年轻人拴在铺子里$但这个年
轻人已经见过世面#活泼好动#新环
境的吸引力胜过了家庭关系的温暖
和语言相通的便利$

+虽然他的移民路线同绝大多数
横渡太平洋以劳动谋生的华侨一样#

但他很快碰到了另一股中国人出国
的新潮流///清朝政府派遣一些书
香人家的子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
技术和方法$有两个这样的年轻留学
生经常到波士顿他养父开的铺子里
来买东西#一个是牛尚周&另一个是
温秉忠$ 他们是由容闳!%")"'%(%)"

推动的& 在 %"$%年首批抵美的留学
生中的两个$ 容闳是孙中山的同乡#

可能是第一个受到完整的外国教育
的中国人!耶鲁大学&%"*/级"$

+年轻的宋耀如同牛&温两人交谈
后#一心想离开店铺去上学$ 他的养父
不同意# 他就偷偷溜进停泊在波士顿
港口的缉私船,艾伯特'加勒廷-号$ .

因为受牛尚周&温秉忠等留学生
的+怂恿.刺激#宋耀如又开始+逃
跑.#而且继续遇到贵人$ 但是#接下
来他的贵人&+恩人. 是琼斯船长#还

是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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