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新会名人事迹 

张云田：新会县双水区人，中国同盟会员、华侨、镇南关起义烈士。 

张云田少年受其父教育，精通文翰，其时深受外国嘲笑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 之辱，因而弃文

就武，中武秀才。中年时结交三合会兄弟，立志革清兴华，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后从香

港转赴安南(今越南) 。1906 年按孙中山授意，以教学为掩护，在安南海防开设“云田书塾” 作

为革命党人通讯联络机关，联络海外志同道合的爱国华侨子弟，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进行革

命活动。1907 年农历 10 月 25 日从越南参加孙中山发动的镇南关起义，当时参加起义的有爱

国华侨 500 余人。张云田率领“云田书塾” 的爱国华侨子弟林焕延等二十余人组织“敢死队” ，

26 日，从越南边境进入中国弄怀，弄尧等地入“镇南关”( 今广西友谊关) ，首先攻占了镇西炮

台，在战斗中张云田不幸牺牲。 

宋庆龄副主席为遗像题词“1907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同盟会员于广西镇南关起义殉难张云田烈士

遗像” 。 

伍廷芳(1842-1922) ：近代外交官。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1874 年(同治十三年) 留

学英国。1882 年起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十余年，多次参与清政府的外交谈判。历任驻美国、

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时由起义各省推为外交总代表，又以革命军代表参加

南北议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司法总长。1916 年由黎元洪委任为外交总长。次年代

国务总理。因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任外交部长。1922 年受孙中

山任命为广东省长，6 月在陈炯明叛变时病死。 

陈少白(1869-1934) ：幼名闻韶，又名夔石，号少白，新会县外海乡南华里人(今属江门市外

海镇) 。 

1888 年进入广州格致书院。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 

1889 年底，赴香港，结识孙中山，拜盟为兄弟。1892 年，陈少白、孙中山、龙列、杨鹤龄四

人常在一起谈论反清之事，被清朝当局称为“四大寇” 。1895 年，参加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 。当时，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赴广州担任

军务，陈少白、陆皓东等相助。后因事泄，致使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陆皓东等被捕牺牲。

陈少白得以脱险，与孙中山、郑士良等东渡日本。在日本横滨结识侨商冯镜如等，并建立兴中

会分会。1897 年，陈赴台湾组织兴中会分会。1899 年秋，陈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

中国日报>>，这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报纸，陈为报社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发表<<民主主义与

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等文章。1929 年著述<<兴中会革命史要>>。陈还主持出版十日刊<<

中国旬报>>。他与程子仪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采南歌剧社” ，招收青少年学员加以训练，

排演<<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香港振天声白话剧社编写<<自由

花>>、<<赌世界>>、<<鸣不平>>等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内容的剧本演出。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与陈少白等共同商量组织

香港同盟会分会。 



 

 

 

1911 年武汉起义，广东独立。胡汉民任总督，陈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陈不愿做官，

几个月后即辞职。1915 年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陈任主席。1921 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

总统，陈被聘为总统府顾问。 

1922 年，陈返回故乡外海任民团保甲局长、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兼新会第四区区长等职。

陈任职期间，着意于教育与交通公益事业。1923 年带头捐助兴建小学校舍一座(两层新式楼房) 

名曰“梦桥校舍” ，并说服乡人陈英三等捐资建校舍两座，共计三座楼房作为乡立第一小学校舍。

又捐资买入校舍附近土地十余亩扩大校园、开辟小农场，作为学生进行生产劳动之用。  

1934 年秋，陈因病至北平修养，12 月 23 日去世，终年 65 岁。 

梁启超(1873-1929) 于 1873 年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熊，音泥，是一种三脚水鱼。传说熊子

乡曾出现这种水鱼，因而得名) 茶坑村。他天资聪明，儿童时代就能赋诗，现在的新会父老还

能背诵他的诗歌。12 岁考中秀才，有“神童” 之称。17 岁中举人，得以进入广州学海堂念书。

学海堂是当时广州五大书院之一，以现代术语来说，是一所名校。 

1898 年他到北京参与“戊戌变法” 。这场“百日维新” 运动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辛亥革命成功

后，他曾先后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也曾

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梁启超 19 岁那一年，与清朝礼部尚书李端芬的堂妹李蕙仙成亲。贵州名门的李蕙仙下嫁广东

新会小康之家的梁启超，原因是李家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官宦人家的李蕙仙不惜纡尊降贵，嫁

到南方来。李蕙仙比梁启超大 4 岁。 

1903 年，梁启超在日本刚过“三十而立” ，在妻子李蕙仙的同意下，娶了她的陪嫁婢女王桂荃。

这位第二夫人是四川人。李蕙仙生有 3 个子女，即长女思顺、次子思成和女儿思庄。王桂荃育

有 6 个子女，即三子思永、四子思忠、五子思达、最小的儿子思礼以及两个女儿思懿、思宁。 

李蕙仙于 1924 年 9 月 13 日，恰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去世。梁启超为她选择了北京西山卧

佛寺附近的地段营造陵墓，一切工程委托梁启勋进行。1929 年 1 月 29 日，梁启超与世长辞，

终年 57 岁，与妻子葬在同一个陵墓。 

李纪堂(1873-1943) ：名柏，新会县七堡区乡人，中国同盟会员。香港富商李璇之第三子，得

遗产百万。其“生产所捐革命经费在一百万左右。” 

少年性任侠，好与秘密会党交游，尤擅行猎，枪法甚准，曾被征任香港政府义勇军队长，日本

邮船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1895 年 9 月结识孙中山。1900 年加入兴中会，立志革清兴华，投

身革命。孙中山策划惠州武装起义时，李被委任为香港财政主任，提供经费武器。惠州起义失

败后，屡谋再举，于 1902 年，李与谢赞泰等人，密谋策划洪全福起义，独立负责起义经费

50 万元。起义前夕，由於事泄，被人向清延及香港警署告密，使在香港总机关被查封，广州

各起义机关也被清兵破获，起义失败，李之家产已耗资过半。孙中山在越南河内闻知，对李之

举动大加赞扬。 



 

 

1904 年兴中会在香港的<<中国日报>>缺乏经费，李给予 5 万元，支持继续开办。之后，李在

九龙新界购地数百亩，创办青山农场；投资 10 万元建立“格致书院” ；成立“采南歌剧社” ，捐

资 2 万元，有陈少白编写“黄帝征蚩尤” 等剧本，公演文明戏；开设“益隆银号” 等实业。由於李

捐助历次革命军起义经费，1907 年已破产，每月全靠青山农场出售的农副产品维持全家生活，

但他仍为革命奔走。广州新军之役与黄花岗之役，均尽力购买军械支援。1911 年武昌起义不

久，积极策划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反清。同年 9 月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机密处成员、交通司长、

琼崖公路局长、县长等职。1922 年 6 月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叛变，李委任为西江军事特派员。

1941 年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1943 年 10 月 6 日在重庆病逝，终年 70 岁。 

陈垣(1880。11。12-1971。6。21) ，字援庵，族名道宗，新会县棠下区石头乡富冈里人，中

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二、三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副主席，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

二、三界代表。 

六岁随父到广州，七岁入私塾读书，因不满足私塾的教育方法，刻苦自学大量的历史书籍。

1898 年到北平应试落选，后回广州当蒙馆老师。在维新思想影响下，抱爱国救国之志，于

1905 年在广州与潘达微等人创办<<时事画报>>，后又编辑<<震旦日报>>进行反帝反清的革

命活动。为了避清政府的迫害，1906 年曾回到家乡新会，在皇庄小学任教。 

1907 年在广州振德中学任教，不久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广州博济医学校学医，因不满学校对

中国教师和学生的歧视，毅然离校，便同广州爱国人士创办光华医学校，转到该校学习，并在

广州<<医学卫生杂志>>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医药卫生的文章，巧妙地运用历史知识，借古喻今

进行反清宣传，1911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12 年辛亥革命后，于 1913 年 3 月在广东第一选区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离广州定居北京。

曾在梁士治内阁任过短期教育次长，不久脱离政界，致力于史学研究及历史教育和著述。

1917 年 5 月写成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揭示六、七百年的元代基督教情况大

白于世，而且引起中外史学家的重视。为开辟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此后他写了三百余万

字的史学著作，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方面开辟新的途径。 

1922 年任北平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 

1923 年 12 月他为阐明元朝西域诸族人来华后传播接受汉文化的历史，引用了二百种以上图

籍写成<<元西域入华化考>>，为元史、民族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增添新的一页，获得高度评

价。著名学者陈寅恪称：“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 。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骛

<<读陈垣氏之<西域入华化考> >>一文承陈垣：“为现在中国文学者中，尤为有价值的学者” 。  

1925 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26 年为保护故宫珍贵文物资料不

被军阀抢夺，曾遭到奉系军阀列入通揖名单而被拘留。同年任 仁大学校长，1928 年任燕京

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29 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31 年

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名誉教授。1935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北平，敌伪曾拉拢他担任“东亚文化协会会长” ，他坚决拒绝。不当伪

职。仍以大学课堂为阵地，以抗清不仕的顾炎武的<<日知录>>，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

的<<吉琦亭集>>，向学生宣传爱国思想，以抗敌保节勉励同学；利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

汉奸，宣传爱国精神，保持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以史为鉴，坚守教研工作，写成

<<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六部民族抗敌斗争史的专著。 

1949 年 4 月在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说：“研究历史和其它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

改造社会两重任务” 。1951 年参加西南土改工作团任团长， 率领工作团到四川省巴县开展土

地改革运动。1952 年院系调整，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 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二所所长和<<历史研究>>杂志编委。1955 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在担负

繁重的学术和学校领导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整理旧作，发表新著论文二十多篇。1959 年 1 月

28 日，陈垣已 79 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3 月 12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党使我获

得新的生命>>文章说：“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

命。” 

陈垣从事教育事业七十年，以毕生的精力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作出

很大的贡献。1971 年 6 月 21 日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 91 岁。 

主要著作有：<<元也里可温考>>(1918 年<<东方杂志>>十五卷 1-4 号) 、<<开封-赐乐教

考>>(1920 年<<东方杂志>>十七卷 5-7 号) 、<<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 年<<国学季刊>>一

卷 1 号)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年<<国学季刊>>一卷 2 号) 、<<元西域入华化考>>、

<<二十史朔关表>>、<<中回史西日历>>、<<史讳举例>>、<<沈刻元典章校补>>、<<历耘书

屋从刻>>、<<校勘学释例>>、<<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

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陈垣学术论文集>>、<<陈垣史源学杂文>> 

伍朝枢(1887。5。23 - 1934。1。3) 字梯云，新会县会城镇官来桥人，出生于天津，父伍廷

芳。 

1897 年随父前往美国。1905 年回国，曾在广东劳动局、农工实业局任职。1908 年得公费赴

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进入林肯法律研究院，取得律师资

格。 

1912 年春归国，5 月被派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9 月调北京外交部办理条约事宜。次年被广

东选为首届国会议员，并为国民党籍的宪法起草员。1915 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

事。1916 年 1 月袁世凯复辟称帝，任“洪宪政府” 参议。伍提出辞职，未获批准，一度请假在

家。 

1916 年 6 月黎元洪任总统，伍为外交部参事。1917 年 9 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伍

南下参加护法运动，任外交部次长。次年 5 月，军政府为桂系军阀所把持，孙中山被迫辞职回

上海。伍仍留任。12 月 12 日军政府派伍和王正廷等与北京政府代表组成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

表团。伍和王等人对破害中国主权的 “巴黎和约” 拒绝签字。 

 



 

 

 

1921 年 5 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任伍为外交部次长。10 月 6 日北京政府发表伍朝枢为中

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伍拒绝参加。 

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率，9 月南京“国民政府” 改组，任

命伍为外交部长。 

1928 年初蒋介石改组南京“国民政府” ，伍下野。“五。卅” 惨案发生，5 月南京政府委派伍赴

美国游说，要求支持和援助中国。1929 年 1 月任驻美国公使，伍曾代表南京政府，多次要求

美国政府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但遭到拒绝。9 月伍奉命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

翌年参加国联第十一届大会，被选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理事。 

1931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 内部分裂，形成宁粤两个“国民政府” 的局面。伍闻讯于 6 月 15 日

离驻美公使职位，回广州后，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琼崖特别区长官。“九一八” 事变后，

伍被任为司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后因伍在国内无实力而辞职，移居香港。于 1934 年 1

月 3 日在香港病逝，终年 47 岁。 

俞鸿钧(1899。1。4---1960。6。1) 新会县荷塘区三丫汤村(塘坦) 人。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

长、长官银行总裁。 

俞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小时在上海读书，1916 年毕业于上海民主中学，后考人上海圣约翰

大学，英语成绩甚好，曾多次获奖，并在学校担任<<约翰声报>>总编辑，1919 年毕业，留校

任助教。后担任陈友仁创办的<<大陆晚报>>记者、主持人。后读美国芝加哥法律函授，获学

士学位。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俞离上海到武昌，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退职回上海，被

聘任为上海市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长，主编<<市政周刊>>，后调任市财政局长。1929 年俞委

任为代理秘书长。1932 年 1 月升任秘书长。 

1937 年 3 月，俞被任命为上海市长，数天后，因坠马受伤，左臂折断，当时“七七” 抗战爆发，

俞仍坚持上班处理公务。8 月 7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水兵两人，不听国民党保安队拦阻，

乘重刑汽车强行闯进上海虹桥机场附近，有意挑起事端，打死保安队士兵一人，后保安队抵抗，

击毙日本官兵两人，造成“虹桥事件” 。俞立即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日军驻上海海

军本田少将提出抗议，并通会有关机构做好事态发展准备；亲自到日本总领事馆，机智、周密

观察日方动向；揭露日海军舰队、海军陆战队等一万多人进犯上海的阴谋；严厉驳斥日军无理

挑衅，迫使日本总领事在淞泸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上都承认“敝国第三舰队是在驶向上海” 。各

国代表也痛斥日方撕毁协定，使总领事无可答辩，仓促离开会场。“八。一三” 淞泸之役爆发，

俞亲自为中外记者发布新闻，将日军的侵略和抗击日军的形式公布于世，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

和支持。 

1960 年 6 月 1 日病逝于台湾，终年 61 岁。 

 

 



 

 

 

梁思成(1901-1972) 梁启超次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生于日本(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逃亡日本时期所生) 。1913 年随父母回国。 

早年在清华学堂念书。1924 年到美国升学，毕业于宾夕维尼亚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

到东北大学，为中国北方创设第一个建筑系。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前夕，他回到北京参加

中国宫造学社，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 

梁思成到各地的古建筑去进行测绘、拍摄、分析、研究鉴定，写出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他

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

国建筑史>>，并用英文撰写<<中国建筑史图录>>，向外国介绍中国的古建筑成就。 

1945 年抗战胜利，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创设建筑系。1946 年他到美国讲学及考察建筑教育。

1947 年被推举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这一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名誉博士

学位给他。 

在国共内战非常剧烈的时候，他毅然返回中国。北京的学者朋友和新会县的乡亲告诉我，北京

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北京的古建筑，他便在古建筑上作了标志，提醒共方军队别向古建筑物开

炮，因而保存了北京的古建筑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国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

1952 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55 年，当北京市提出是否要拆除北京城墙时，一向爱护古建筑的梁思成坚持城墙不应该拆

除的见解，受到严厉的批评，结果城墙被拆除了，只剩下正 

阳门(北京人称为“前门”) 的一段。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含冤而逝。1986 年清华大

学举行隆重集会，庆祝他 85 岁诞辰，算是死后为他进行的平反。 

梁思永(1904-1954) 梁启超三子，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班。随后到美

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1930 年毕业后，

回国参加考古工作。1931 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即史前小屯文化) 。同年秋天

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 2800 年-2300 年的龙

山文化，第一次发掘龙山文化是在 1928 年) 。 

梁思永的考古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把中国的考古工作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

1934 年他执笔撰写<<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是中国第一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接

着他又主持安阳候家庄西北冈商代王陵区的发掘工作，共同发掘大墓 10 座，小墓千余座。 

 

 

 

 



 

 

 

1941 年梁思永不幸患上肺病，休息了 8 年。在这之前，即 1932 年，他也曾患上烈性肋膜炎，

卧病 2 年。1949 年北京解放后，他又投入考古工作。1950 年 8 月，他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副所长。他以虚弱的身体，躺在病床上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计划，指导

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培养考古学接班人。1954 年 4 月 2 日，终於体力不支，心脏病发作而

与世长辞，终年未满 50 岁。著名考古学家夏鼎说：“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

学正式训练的学者” 。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称赞他是中国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

拓者。 

梁思庄(1908-1986) 图书馆梁启超五女，是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30 年考获加拿大蒙特

里尔麦基尔大学文学士；接着又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院攻读，考获图书馆学士后即回

国服务。她先后在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图书编目工作。

1952 年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思庄以“保皇党梁启超的女儿，反动学术权威” 的罪名而遭到批斗，被毒打

得遍体鳞伤。1976 年被令退休，1978 年复职。梁思庄一生致力于西文图书编目工作，北大图

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由她亲自或指导编制而成。1986 年 5 月 20 日逝世。 

罗承德医生(1883-1949) ：在新加坡的新会罗氏家族当中，最有声望的要算罗承德医生和罗广

霖医生父子。罗承德医生在中国家乡出生，童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5 岁南来槟城进入大

英义学就读，开始学习英文。中学毕业后，到新加坡考人七州府医学堂学医。1911 年医科毕

业后，在桥南路(余仁生药行附近) 开设罗氏药房。 

罗承德医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历任冈州会馆总理(主席) 及世界红十字会星洲分会的领导人。

新加坡沦陷时期，罗承德医生和罗广霖医生父子在冈州会馆成立红十字会支会，义务替病人治

病，因而保护了会馆的家具和文物没有受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