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都是好日子」

「我長壽的秘訣：不鍛煉、不吃補藥、最愛吃肥肉、
不糾結往事、永遠朝前看。」



 ☉一百零九歲高齡的作者在為本書寫前言



前  言

—寫於一百零九歲時

能夠和國內以及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分享我的故事，讓我感

到很開心。我也希望年輕人能夠喜歡這本書，他們可以從中了解

一百年以前的中國，還有我勇敢地適應新世紀的故事。

雖然我已經離開中國很久很久了，但故鄉一直留在我的心

中。我在給女兒蕾孟講述我的故事時，那些往事和愉快的回憶一

直陪伴著我。

我的女兒雪蘭經常跟我講上海的近況，那裡的變化真是令我

驚歎不已。

我現在已經一百零九歲了，住在紐約享受美好的生活。所

以，對我來說，每天都是好日子！

顧嚴幼韻

2014年 9月



TO MY READERS

—Written at the age of 105



2010

New York,

U.S.A



致讀者

—寫於一百零五歲本書英文版出版之際

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身體康健，幸福快樂。當人

們問我「今天您好嗎」的時候，我總是回答 「每天都是好

日子」。

儘管老朋友大多都已離世，但是還有許多體貼的年

輕朋友悉心照顧我。他們挽著我的手走路（一位朋友說

「我的左臂就是您的」），經常給我送禮物，帶我嚐遍頂級 

美食。

我的女兒都很出色。我總是說生養女兒是我的福氣，

因為她們跟我都很親近。茜恩去世的時候我心都碎了。她

是我們生活的核心。和職場中銳意進取的姐姐們不同，她

經常在別墅中舉辦網球、麻將和橋牌派對，組織大家去

韋爾小鎮滑雪。她花費大量時間幫助子女們的學校和社

區，教朋友們做中餐，甚至教他們打麻將。她的去世所留

下的空白永遠無法填補。就像我經常說的那樣，我們必須



記住，她的一生很成功，雖然過於短暫，但是很成功。尤

其是她為我帶來了一個兒子騮千，以及 4 個外孫和 11 個 

重孫。

雪蘭一直悉心照顧我，租車帶我出遊，並且不斷尋找

新的度假勝地帶我去度假。雖然她自己非常忙碌，但依然

抽時間陪我打麻將。

自從維鈞去世後，蕾孟一直陪著我。她鼓勵我養條

狗，也經常來探望我，還帶我去檢查身體。我每年盛大的

壽宴也都是她組織的。

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寫自傳，因為我總是喜歡展望未

來，而不是回憶往事。但是蕾孟說服了我，她告訴我這是

為了整個家族。我們度過了兩年回憶往事的愉快時光，錄

製回憶錄時我們記起了很多事情，有時候還會有些小的 

爭執。

我希望所有幫助我實現幸福生活的人們都能喜歡這 

本書。

美國紐約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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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

對於祖父嚴信厚我並沒有甚麼印象，因為他

去世時我還在蹣跚學步。但他是我的故事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他創建了我們的家庭模式，

並且創造了家族的財富。以下敘述基於我的姐姐

嚴彩韻的研究，以及祖父寫給清末顯赫官商盛宣

懷書信集中的自傳性描述。

祖父字筱舫，1839年出生於浙江省寧波郊外

的慈溪 [1]。他早年在寧波一家錢莊當學徒，十七歲

時前往上海供職於一家銀樓。[2]

19世紀 70年代後期，祖父經人引薦成為直

隸總督李鴻章的幕僚，並很快得到重用，擔任政

府要職。1885年，他被委派管理政府壟斷的長蘆

鹽業並被任命為海關稅務司。因為公務，他奔走

[1]　後稱費市村，今屬浙江寧波市江北區莊橋街道。
[2]　據謝振聲《嚴信厚先生年譜》記載，嚴信厚 1855年任信源銀樓「信

房」。

「從理論上講，鹽業是政府
壟斷的，但事實上中國幅員遼闊，
政府無法控制其所有生產、交易
和運輸環節。因此，政府僅僅努
力控制其商貿，授權一些商界精
英將鹽從產地運出，然後對運輸
環節徵稅。這些精英公司通常都
是家族企業⋯⋯進行壟斷經營。
鹽商積聚了大量財富。」
—《鹽》，馬克．科蘭斯基，

企鵝出版社，第 370–371頁

 ☉祖父嚴信厚（筱舫）



002  │ 一百零九個春天—我的故事

於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和寧波之間，在各處

均置有房產，最終決定定居上海，因為這個大都

市有著進行對外貿易得天獨厚的條件。

儘管官職在身，但祖父的主要興趣還是在工商

業。後來他成為中國東南部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積

累了大量財富，創辦或者參與投資了眾多企業。

1896年他在寧波創辦了通久源紡織局 [1]，1905

年在上海創辦了同利機器麻袋公司。他還在兩地

開設了數家紡紗廠、麵粉廠和榨油廠，是將現代

機器引入中國工廠的第一人。

為了方便資金在省際間流通，祖父創辦了連

鎖錢莊源豐潤票號，並且得到盛宣懷大力相助，

成為當時最大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首任總

董 [2]。除此之外，他還擁有一家藥廠、一家保險公

司、一家位於上海南京路的高檔綢緞莊老九章和

一家陶瓷廠。他還在天津開設了物華樓金店，經

營金銀珠寶飾品。

祖父生性慷慨，熱心於慈善公益事業，曾捐

巨資給政府的重大工程項目，包括助建唐沽鐵路

[1]　據謝振聲《嚴信厚先生年譜》，嚴信厚 1887年在寧波創辦通久源機

器軋花廠，1894年組建寧波通久源紡織局。
[2]　中國通商銀行是中國第一家銀行，嚴信厚為首任總董。



（1883）和寧波鐵路。他在費市村外的廣闊農田上

建造了一棟佔地頗大的二層樓房，偶爾回去的時

候會住在那裡。除此之外樓內還有供奉祖宗牌位

的祠堂，以及管家的辦公場所。管家不僅要監督

農田的耕種，在收穫季節還負責為嚴氏家族成員

分配糧食。那裡還是義塾和芝生痘局的所在地，

為村民提供免費教育和水痘疫苗。

在義和團起義（1899—1901）期間，祖父被

委任負責軍械的轉運，後來還負責賑濟山西、湖

南等省份。

由於擔心華商缺乏組織，祖父於 1901年在上

海成立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並被委任為首任主

席，任期三年。後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他又擔

任了第一任會長。

祖父熱衷於收集古代大家的書畫，有幾百幅

各種尺寸的卷軸。他自己也擅長書畫，尤以畫蘆

雁聞名。

我的父親嚴子均是祖父的獨子，生於 1872年

2月 19日，字義彬。為求枝繁葉茂，祖父決定納

妾。就在祖母為他在上海迎娶了一個蘇州女子的

同時，他自己在天津也娶了一位！為了解決排位

問題，祖父宣佈先有子嗣者為大。後來，天津女

序  曲 │  003



004  │ 一百零九個春天—我的故事

子生下兩個女兒，被稱為「大奶奶」。蘇州女子一

直沒有子嗣，被稱為「二奶奶」。

去世前不久，祖父得以覲見皇帝，被授予候

補道。去世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下旨表彰祖

父的功績，並下令立碑紀念。

1907年，祖父去世，享年 69歲。當時我只

有兩歲。



第一章

童年 （1905—1918）

我於 1905年 9月 27日出生在天津。之後不

久全家遷往上海，姐姐彩韻和蓮韻進入教會學校

上海中西女校，後來我也在上海讀了幼稚園。六

歲的時候父母帶著我回到天津，而彩韻和蓮韻則

留在上海繼續讀書。

在天津，我們家住在老城廂東門里經司胡同

鹽號，這座老房子有好幾個庭院，父親的許多產

業選在此處辦公，有些員工也住在這裡。和祖父

一樣，父親從根本上講也是位商人。他經營著長

蘆鹽業，我還依稀記得大家談論鹽的運輸。父親

還擔任多個公司的董事，包括輪船招商局、上海

自來水廠公司、上海藥房、源通官銀號和中國通

商銀行寧波分行等，並在不同時期擔任過其中一

些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他還被授予清政府農工商

部的員外郎一職，但並未積極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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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財富來之不易。他繼承龐大家業的時

候正是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動盪歲月，瀰漫在

整個中國社會的騷動混亂致使連鎖錢莊倒閉。雪

上加霜的是，祖父辭世之後他的手下趁機貪污。

父親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整頓好混亂的財務狀況，

其間幾乎破產。祖父在世的時候父親一直是個「白

淨福態」的公子哥兒。為了保住家族財富他瘦了

不少，年紀大了之後更是清瘦。剛剛清理完混亂

的財務狀況，父親就加倍努力拓展產業。

父親遵照祖父的遺願把部分遺產捐獻給了慈

善事業。他將祖父在費市村祖屋的慈善活動發揚

光大，為約翰．格蘭特醫生主持的寧波教會醫院

捐資頗多，還為天津的天主教堂捐助過土地。

父親生性敦厚慷慨，多才多藝。他擅長篆

刻，雖然英語知識有限，但英文書法龍飛鳳舞，

極具藝術特色。他還會說好幾種地方方言。

父親很顧家，喜歡孩子陪在身邊，特別是我

們女孩子。他經常帶我們出去吃飯、參加活動。

按慣例，除夕夜商店要通宵營業，父親就會讓我

們坐上馬車，帶我們去買精美的玩具和令人垂涎

欲滴的點心。每年夏天他還會帶著全家去青島、

莫干山、大連或者北戴河避暑。

 ☉父親嚴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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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楊氏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

一任妻子張氏去世前留下兩男三女，大哥智多、

二哥智珠。三個女兒中有兩個夭折，剩下一個嫁

到了北京的金家。我的母親育有六女三男，其中

兩個女孩夭折。剩下的是出生於 1902年的彩韻，

1903年的蓮韻，1905年的我—幼韻。連續五個

女兒之後，盼望已久的兒子智桐終於在 1909年降

生了。接下來是 1911年出生的華韻，1917年出

生的智實和 1921年出生的智壽。

母親平和敏感，但不愛社交。她的親密朋友

不太多，偶爾會彼此拜訪、打打麻將。她非常喜

歡古典小說，枕邊總是放著一本書，方便晚上閱

讀。她還熱愛詩歌。

母親喜歡旅行，每年大概出遊兩次。她會

帶我們去著名的佛教寺院，比如杭州的靈隱寺，

為故去的家人做盛大的法事。父親有時也陪我們

去，大家總是很開心。我們住在寺中的客房裡，

除了齋飯之外，為了換口味還經常外出吃飯。

我喜歡陪著母親，因為她總會做些有趣的

事情。儘管不愛交際，但她對自己的愛好毫不吝

惜。有一年在天津的時候她對養蠶產生了興趣。

我們家一個庭院中有一個四面玻璃的大會客廳，

 ☉母親楊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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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用來正式接待客人。她用了這個地方，在裡

面放滿了鋪著一層蠶卵的圓形匾。在溫暖的房間

裡，蠶卵孵化成蠶寶寶。出生後的蠶寶寶開始吃

桑葉，隨著它們一天天長大，它們的胃口也越來

越好，桑葉經常不夠吃，於是僕人不得不飛奔去

市場上買。再過一段時間，蠶寶寶開始沿著一米

高的像草垛一樣的稻草束結繭，最終破繭變成蠶

蛾，飛滿了整個屋子。正常情況下蠶蛾會產卵，

開始下一輪的循環，但那時母親失去了興趣，於

是放飛了蠶蛾。我覺得整個過程相當噁心，特別

是像蟲子一樣的蠶寶寶！

相比之下，母親的另一個愛好我就喜歡多

了：養金魚。我還記得黎明時（母親的作息很不

規律）被叫醒和她一起去買金魚。我們乘坐馬車

前往市場，同行的除了車夫和他的跟班之外，還

有我的奶媽。我們整個早晨都在那裡挑選金魚，

母親的眼光非常獨到，挑選的金魚有些有著泡泡

眼，有些有著美麗的大尾巴，還有些有著罕見的

顏色或斑紋。然後讓人把金魚送回家，分門別類

放到庭院中的幾個大石缸中，由常年雇用著的專

人照顧。冬天的時候，庭院裡綻放的好多盆各種

顏色的菊花，也是母親從市場上買來的。她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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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事情都是大手筆！

母親始終喜歡珠寶，尤其是玉，大家都知

道她的這一愛好。我記得有幾個女人定期來我們

家，珠寶就藏在她們的外衣裡面，繫在腰間。這

些珠寶來自其他有錢人家，用來交換其他首飾。

這些女人出入很多人家，因此也充當媒人，介紹

這家的漂亮女兒或者那家的勤奮兒子。還有一個

人負責把大塊玉石切開，然後為我們家人做珠寶

飾品。

母親不僅是賢妻良母，也是孝順女兒。外祖

母癱瘓在床，去世前在我們家住了好幾年，母親

一直竭盡所能使她過得舒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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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歲時的母親

第二章

求學生涯 （1919—1928）

在我大約十歲的時候，我們從老城廂東門里

經司胡同鹽號的老房子，搬到了一座現代的歐式

三層小樓。父親在法租界有很大一片地，他把其

中邊上的一塊捐獻給了教會，幫助他們建造了天

主教堂。在同一地塊上他還建了六所房子，我們

住在其中的第一座，把其他幾所租了出去。

父親在附近還有一塊地，那裡是天津的市中

心，他卻建造了一個城中村。他仿照北方建築為

員工建造了一些農舍。每個農舍都有院子，住客

可以養豬養雞。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房間，磚頭壘

成的炕佔據了其中的大部分空間。炕下終日燒著

火，為房間供暖。炕還連著外面角落裡的灶台，

人們在大鍋裡燉魚，做玉米餅。炕大約 3.6米長、

2.4米寬，家庭的大部分活動都在炕上進行。妻

子坐在溫暖的炕上縫縫補補，孩子在上面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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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衣服被褥也堆在上面，晚上全家人睡在上

面。炕的對面是窗子，窗下是男人用的小桌。

1919 年，十四歲的我進入天津中西女中學

習。在此之前我對學校不甚有興趣，更喜歡和母

親在一起，陪她去旅行。李先生在家中教我詩歌

和中國古典文學，還有一位老師教我英語和數學。

天津中西女中是所教會學校，有一些外籍老

師，因此學生必須有英文名字。學校給我起名「海

倫」，但是當時已經有位同學叫「嚴海倫」了，因

此我給自己選了個名字「朱莉安娜」。原因記不清

了，肯定是我在某本書中見過這個名字。

1923 年，我們舉家遷往上海，但我留在了

天津中西女中，成為住校生。校規很嚴格，但是

週末的時候我可以回家。父親母親經常來天津，

因此女僕、廚子、馬車車夫、門房、黃包車夫和

其他僕人一個都不少。我經常帶著同學回家，

花很多時間買布料、找裁縫。（我的新衣服太多

了，同一件衣服幾乎從來不穿第二次！）我還會

買些零食帶回學校和朋友們分享。我經常會買幾

罐雅各布奶油蘇打餅乾和大塊黃油放在宿舍窗子

外面。每隔一天都會有傭人到學校給我送零食和

新衣服。

 ☉我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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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相當熱愛運動。在學校裡打網球、排

球，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我還經常和朋友騎自

行車去著名的西點店起士林。我騎車時甚至可以

大撒把！

放假的時候我通常乘坐豪華列車歷經三天三

夜回到上海，這趟列車大部分乘客都是外國人。

火車沿途停靠很多城市，每到一站我都會從窗子

裡探出頭去，從站台上蜂擁而至的小販那裡購買

美味佳餚。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山東某車站買

的德州扒雞，以及南京的鹽水鴨和無錫的醬排骨。

和父母一起旅行的時候我們通常會乘坐一艘

中國商船，上面的飯菜非常可口—中式法國大

餐。但是旅途總不可能一直風平浪靜，直到今天

看到鵝肝凍我還會感到有些噁心。我肯定是在某

次顛簸的旅途中吃過！

在天津中西女中二年級的時候，雖然我的日

程安排得滿滿的，要上課，要參加鋼琴課、合唱

團和體育活動，我還是和校外的朋友出去玩。當

時天津的社交圈很小，一般是由蔡麗蓮小姐和朱

瑪麗小姐牽頭。蔡小姐在法租界有所大房子，中

外賓客匯聚一堂，這在當時可算是非常新潮的一

件事。週末我會和一些年輕朋友去參加蔡小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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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其中就有孔艾瑪以及她剛剛從美國獲得機

械工程學位的表哥阿爾法萊特。我們年輕人聚會

的地方與蔡小姐招待年長者的區域是分開的。當

時的外交總長顧維鈞和英氣十足的張學良都是她

的座上賓。他們後來都成了我的朋友，不過當

時他們似乎比我們大很多。我們彼此都沒甚麼

興趣。

晚會只佔用了我們週末晚上的時間。每個週

末阿爾法萊特和艾瑪都會來學校接我，然後一起

去吃飯、看電影、游泳、騎馬等。阿爾法萊特有

輛跑車，於是教我學開車。那年我過得很開心，

因此暑假沒有去上海，而是留在了天津。

那年夏天我經常和阿爾法萊特、艾瑪一起

玩，我們開車到處跑，去拜訪住在郊區的朋友。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次開車四五個小時去北京的經

歷。大約中午的時候，我們沿著一條顛簸的道路

出發了，快到北京的時候車軸斷了，我們困在了

空無一人的路上。後來終於有人牽著一頭驢經

過，我穿著高跟鞋，因此大家讓我騎在驢背上。

努力了很久之後我終於騎上去了，但是那毛驢竭

盡全力想把我甩下來。我會騎馬，但是騎一頭沒

有馬鞍又不肯合作的驢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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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媽媽在合作回憶錄的過程中一起度過了許多美好

時光。我不僅了解到了她早年生活的許多細節、重溫了我們

一起度過的時光，而且對她面對生活中起起伏伏的勇氣和樂

觀有了更深的了解。

幾年前我們開始撰寫回憶錄的時候犯了個錯誤—先用

錄音機錄下來再整理，但是因為太浪費時間而放棄。後來，

我對媽媽的不同人生階段進行提問，然後進行笨拙的速記。

我們最喜歡躺在媽媽的床上進行採訪，家中的兩隻狗也蜷縮

在旁邊。然後我回家把大腦中的所有記憶敲進電腦裡。媽媽

不時會記起其他一些細節，我再把它們補充到書稿裡。最終

我把書稿讀給媽媽聽，她再進行補充、更正。

媽媽的姐姐嚴彩韻和爸爸的小妹楊立林所撰寫的回憶

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是 1985年我回中國時請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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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孫後代留下的財富。書中關於媽媽祖先以及媽媽早年生

活的大部分敘述都來自她們的回憶錄，細節翔實、嚴謹。媽

媽的姐姐蓮韻也閱讀了早期書稿並補充了一些生動的敘述。

我們要感謝許多人對本書的幫助。蓮韻姨媽的女兒徐景

燦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整理媽媽的大量照片，極大方便

了我們選擇本書中的配圖。

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的朱昌崚博士在整理繁雜的中文

名字方面給了我莫大幫助。趙光華提供了媽媽生日派對的精

彩照片。胡永寧非常友善，允許我引用了她關於父親胡世澤

的傳記。

馬尼拉的林偉瑤提供了「二戰」時期菲律賓的一些信

息，給予我們極大幫助。在戰時馬尼拉曾和我們住在同一棟

房子的莫偉雄也提供了當時的一些有用信息。

感謝《生活》雜誌的博比．貝克．伯羅斯（Bobbi Baker 

Burrows）允許我使用卡爾．邁登斯的照片來說明馬尼拉戰

時遭受的重創。

感謝我的同事、編輯夏洛特．邁耶森（Char lo t te 

Mayerson），她曾幾次閱讀書稿，並且提出了建設性的意

見，希望我們提供更多信息，提升了本書的品質。我的朋

友、哈珀出版社編輯部前主任多洛雷斯．西蒙（Dolores 

Simon）對本書進行了專業編輯。還要感謝埃里克．貝克設

計協會（Eric Baker Design Associates）的 Amy Wu，她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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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了本書的設計，並且忍受了我笨拙的電腦技能。

最後，感謝所有撰寫邊欄文字的人們，他們的言語為媽

媽的敘述增色不少。這其中也包括媽媽，她保存了所有家人

寄來的信件和賀卡。書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資料。

當然，最深切的感謝要送給媽媽，是她耐心地花費大量

時間一遍遍回顧自己的生活，直到書稿最終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