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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官落籍文昌清澜

“我族于明初由闽入琼，
始祖讳其慎公，官琼海卫清澜
千户，因隶籍于文之南鄙，而
肇基焉……”文昌清澜锦山严
村一位村民珍藏的两部严氏
族谱，均记载了这一支严氏的
来源和相关迁徙信息。

其中一部为民国五年
（1916年）的“富春堂”《严氏家
谱》，至今已有103年，内页边
角出现了朽烂，但家谱封面完
好，手工穿线规整，小楷字体
俊美，世系表清晰。

严氏堂号应与东汉高士
严子陵的故事有关。严子陵
是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加好
友，后助刘起兵。刘秀登基
后，他本应高官厚禄，春风得
意在朝堂，却隐姓埋名，退居
富春山，做起了逍遥自在的
垂钓渔翁。北宋政治家范仲
淹曾撰写“云山苍苍，江水泱
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
赞语，使得其高风亮节闻名
于天下。

由于时间久远和社会动
乱等原因，海南严氏分支家谱
大多散佚，到了清代嘉庆丙寅
年（1806年），琼州严氏才第一
次重修族谱，后又在咸丰年间
续修，最近的一次修纂是在
1993年。

据谱牒记载，严其慎字谨
斋，号敬庵，原籍福建省莆田
县啖桃村。他生于元至治壬
戍年（1322 年），自少聪明，兼
通韬略，初为福州海宁驿长
（掌管驿站的小官）。元末大
乱之际，盗贼蜂起，严其慎与
胡将军领兵平海有功，授漳州
把总。次年，西番（西羌，中国
古代少数民族）侵犯山东莱州
湾一带，朝廷的贡船被西番在

交趾（今属越南）劫掠，朝廷随
即派严其慎攻打西番，他身先
士卒，安定民心，布置方略，昼
夜指挥战斗，后剿抚海寇，被
授莱州潍县防守。明代洪武
七年（1374 年）又因平定海寇
有功，晋升为琼海卫（及后来
的海南卫）清澜所千户侯。

明代，海南建立卫所，实
行屯田制，文昌清澜港是当时
的重要战略要地，成立守御
所。千户侯是古代的封号，意
为食邑千户的侯爵，有向一千
户以上的人家征税的权利。
严其慎在琼任职期间，“教养
兼施，恩威并著”，卸任后落籍
清澜南海村。

严其慎生五子：明仁、明
理、明义、明智、明信。南海
村委会严村村民、严其慎的二
十五世孙严正告诉笔者，始祖
入琼至今，历时645年，繁衍
29代，人口已逾3万，主要分
布在文昌、海口、琼海、临高等
市县。严正是海南严氏宗亲
会常务副会长。

除此之外，严家人有择商
机而迁徙的本能，哪里有生存
发展的空间就奔向哪里，寻找
发展机会，繁衍生息，许多严
氏后人旅居美国、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等地。他们在旅居地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拼搏，融
入了当地社会。

宗族私塾变小学

严氏大宗祠坐落于清澜
南海村委会西田村一片椰
林中，始建于清雍正二年
（1724 年），历经沧桑，几经
兴废。最近一次重建完成
于1991年。

在严氏大宗祠的右侧，有
一所占地约 3 亩的“智新小

学”，这所外观有些老旧的小
学前身正是严氏家族的私
塾。严正说，严氏特别重视本
族人才培养，于是清末在严氏
大宗祠旁专门建了一间独立
的私塾，原来内设课室、卧室、
办公室等。严氏先人给私塾
取名为“智新学堂”，寓意私塾
要培养有智慧、有见识的新式
人才，私塾主要是供严姓本族
子弟读书。

“先前的严氏私塾里挂
有孔子的画像，学生上课前
要向孔圣人和先生行入学仪
式。上学时，先生会教严氏
子弟认读‘方块字’，读《三字
经》《弟子规》，再读《四书》
《五经》……最后学写文章。”
据严正回忆，私塾一方面教
识字，一方面认读堂联，介绍
严氏家族的来龙去脉，传承
严氏良好的祖训家风。这种
家教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新中
国成立前。

严正说，民国成立后，科
举被废除，私塾也被废除，

“智新学堂”一度更名为“智
新小学”和“曙光小学”，后又
恢复为现在的“智新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除招严
氏本族子弟读书，也兼收外姓
子弟上学。

严氏大宗祠大门的楹联
写着：“宗支合流传，堂构宏开
光世业；祠宇重改建，规模丕
振启人文。”由此，可以看出，
严氏人历来遵从祖训“黜异端
以崇正学，讲法律以敬愚顽”，
所以民风淳朴、敬祖重孝、耕
读为本，戒律严明，形成家风，
有口皆碑。因此，严姓一族数
百年来以书香传承为己任，也
产生了一些文人学士，明清时
期就有廪生、贡生、邑庠生、国
学生90余人。

“为了将祖训中的‘耕读
为本’传承下去，我们一直很
重视教育。”严正告诉笔者，为
了激励本族学子发奋成才，
2006年，海南严氏教育基金
会成立，面向全省开展一系列
奖教助学活动，积极宣传严氏
宗亲杰出代表和外出精英艰
苦创业的事迹。

黄埔教官一心革命

严氏后人继承先祖的优
良传统，太平盛世则耕读传
家，考取功名，报效乡邦；而到
了社会动荡时期，则是满腔热
血，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真理，
投身国民革命。而严凤仪教
官就是其中的一位。

严凤仪 1896 年出生在
琼海中原一个贫穷的农民家
庭，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曾
两度被迫辍学，后为填饱肚
皮随同族兄弟离乡背井下南
洋打零工。出身卑微的他，
人穷志不短，谋生的同时也
在主动提升自己，积极追求
进步。

1921 年，严凤仪受五四
新思想的影响，学习孙中山先
生的国民革命理论后，以极大
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国民革
命。1922年他毅然从南洋回
琼，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金
戈铁马的军旅生涯。

翌年，黄埔军校发布招考
通知，刚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
业的严凤仪便满腔热忱地报
名。很快，他与其他50名学
生脱颖而出通过考试。而后，
严凤仪担任教练部及学生部
第四队副队长职务，成为黄埔
军校史上的首批教官。

黄埔军校为严凤仪提供
了施展军事才能的广阔天
地。他充分运用在云南讲武
堂所学的军事知识，对学生进
行系统的传授，深受黄埔学子
的喜爱，也博得黄埔军校党代
表廖仲恺的器重。在校期间，
严凤仪就开始积极投身于各
项国民革命运动，他的政治理
论修养和军事领导才干快速
得到提升。

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那时候，广州全城弥漫着白色
恐怖，南粤大地一片血雨腥
风。在这个紧急关头，严凤仪
遵从党中央的安排，从广州来
到江西，迎着刀山火海，勇敢
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不久，琼崖革命处于低
潮，严凤仪回乡领导琼崖革
命。在家乡时，严凤仪把黄埔
军校好的经验和作风带到琼
崖革命队伍中来，他每天早晨
坚持带领队伍开展军事操练，
强化革命队伍的技战术水平，
并积极鼓励群众与各种反动
势力坚决作斗争。他经常勉
励青年群众说：“青年人要有
坚强的革命意志，要有吃苦耐
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对任何
工作都不能好高骛远”。

后来，严凤仪再次潜渡
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由于
长期开展有效的革命工作，
严凤仪的名声早已名扬海
外，英殖民当局及当地政府
对他进行了全城通缉。1931
年5月，严凤仪在香港不幸被
捕，后引渡回广州。不久，这
位全身投入国民革命事业的
黄埔教官，被刽子手残忍杀
害，年仅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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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溯源

《严氏家谱》中
严其慎的画像。

《严氏家谱》中有关明代渡
琼始祖严其慎的记述。

民国《严氏家谱》的封面。

由于明清时期
的族谱早已失传，
海南严氏现在无法
厘清他们是严子陵
的第几代裔孙，现
存最久远的民国家
谱中记述他们的明
代渡琼始祖为严其
慎，是唐代大臣严
绥（746-822）的第
二十一世孙。

600多年过去
了，严其慎后人秉承
忠孝、仁义等传统儒
家道义，涌现出许多
仁人志士，在他们身
上，诗书礼仪、家国
情怀等民族精神得
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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