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武官，凡被任命为冠字
将军者， 不做中央要员，

也得当省级军政长官，直至去世或
被查办、被推翻。唯有一人例外。此
人在北洋军中的资历， 与王士珍、
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占元等相
当，为早期骨干之一。 但被任命为
冠字将军后， 却没有继续当官，而
且完全脱离军政界，投身于赈灾事
业，最终成为著名的慈善家。 这个
人就是何宗莲。

16
２０21.11.30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阎如玉律师、马健律师 印刷：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 6 号天顺鸿彩印院内
发行热线：０１０－65927745 广告热线：０１０－65953695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朝市监广登字 20170139 号 投稿信箱：editor@gongyishibao.com

何宗莲：从北洋将军到著名慈善家

退出行伍 投身赈灾

何宗莲， 字春江，1861 年
生， 山东平阴县平阴镇南门村
人。 其幼年家贫，父母早亡，与
兄嫂及侄子何丰林、 何锋钰一
起生活。

1880 年，他投清军吴长庆部
当兵。 1885 年入李鸿章办的天津
武备学堂学习。 毕业后入定武军
任总教习，当时，曹锟、田中玉等
任教习或军官。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后， 何宗莲驻守奉天海城牛庄，
曾率部数百人与日本侵略军战
于摩天岭、 两夹山， 屡挫强敌。
1895 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
督练新建陆军，何宗莲任左翼步
兵前队领官，后升营管带。 1902
年，袁世凯奏准清廷，以原武卫
右军为基础，按西法编练北洋常
备军，何宗莲初任左翼第一营管
带，后连连升任，历任师长、察哈
尔都统。

1915 年 8 月，袁世凯调何宗
莲回北京， 任大总统侍从武官
（将军府将军），同年 12 月，因拥
戴袁世凯恢复帝制，被封为一等
男。 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后，何
宗莲仍任大总统侍从武官。 1918
年 2 月被任命为弼威将军。

不久， 何宗莲引退归鲁，从
此不复过问军政事务。

返回山东后，何宗莲定居济
南，修筑“颐园”为府邸。 起初，他
在园中植树养花，经常邀聚两三
旧友饮酒品茗， 同时投资实业，
与他人合伙经营华兴造纸厂，过
着许多离仕高官曾经过的那种
养尊处优的生活。

但是，或者是由于有幼年苦
难经历的铭记，或者是因为受严
酷社会现实的刺激，何宗莲的心
灵很快与那些在军阀混战、苛捐
杂税、水旱天灾摧残之下，苦苦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的呼声
产生了共鸣。 于是，他毅然放弃
优裕闲适的生活，走上了艰辛的
赈灾救民之路。

殚精竭虑 赈济灾民

1920 年春夏，直鲁豫等省大
旱，山东西北部旱情尤重，重灾
区达 30 余县，灾民 400 余万。

何宗莲“不忍斯民之罹于
厄”， 乃邀名绅吕海寰、 张英麟
等， 发起组织山东灾赈公会，募
捐赈灾。 9 月，山东灾赈公会正式
成立，吕海寰为会长，何宗莲、张
英麟为副会长， 山东督军田中
玉、省长齐耀珊为名誉会长。 不
久，吕海寰又被推举为直鲁豫义
赈联合会会长，山东省的具体赈
灾工作多由何宗莲等负责。至 11
月上旬，公会共募得赈灾款 13.6
万元，而向灾区发放的第一次急
赈，就散发了 16.8 万元，不足之
数为先行借垫。

第一次急赈发放后，公会立
即进行二次募捐。 这次募捐推举
声望素孚者分赴各县直接劝募，
但收效不佳。 至年底，公会累计
募款仅 20 万元。 在此情况下，何
宗莲积极寻求其他门路筹款，他
通过时任淞沪护军使的侄子何
丰林，向华洋义赈会争取到给山
东拨款 6 万元， 缓解了燃眉之
急。

灾民最急需的是粮食。 1921
年 1 月，山东灾赈公会派人携续
募的 20 万元赈款， 到奉天购买
了红粮， 但铁路无车运输， 到 3
月才运抵山东千余吨，不及总量
的 1/3。 此时正值青黄不接的季
节，灾民急需赈粮度日。 为使这
批红粮尽早运到山东，何宗莲呈
请田中玉致电北京国务院及控
制京奉、 津浦两铁路的张作霖、
曹锟，请他们分电各路局迅予拨
车运输。 但北京政府关于此次赈
灾粮免税及车价减免的规定均

限至 1921 年 3 月底止。 按此规
定，公会在奉天所购红粮运回山
东， 势必要交纳粮税和车价，这
将增加赈粮的成本，使赈灾工作
更加困难。 山东灾赈公会经过直
鲁豫义赈联合会呈文北京政府，
强调“多费一文即少活一命”、
“救人须救彻底， 半途而止则前
功尽弃，仍不免于死亡，亦有为
善不终之虞”。 因此，要求将停止
免税免价的日期延长至 6 月中
旬，麦禾登场，民命有托之时。

由于何宗莲带领灾赈公会
积极募捐救助，1920 年山东的严
重旱灾得到一定救济。

以后， 水旱灾不断发生，何
宗莲又创立红十字会济南分会、
灾民救济会等，先后募集赈济款
数百万元，救济百姓数十万人。

募捐对象 瞄准高官

经过 1920 年至 1921 年的赈
灾， 何宗莲在社会上赢得了声
誉。 不久，他被推举为中国红十
字会济南分会会长。

1926 年春夏，山东再次遭受
严重的旱灾。 鲁西鲁北 41 县，二
麦枯死，秋禾未能播种。 鲁西地
区， 在 1925 年张宗昌与豫军作
战时曾遭兵灾。 此次旱灾，使饱
受兵灾煎熬的鲁西人民境遇更
如雪上加霜。 身为山东军务督办
兼省长的张宗昌拟设置官办机
构赈灾。 后来多数人认为赈灾以
完全民办为好，乃改由地方绅商
担负一切。

1926 年 5 月 10 日， 代省长
林宪祖召集地方绅商代表讨论
赈灾事宜。 会议决定成立山东灾
民救济会，并当场推定何宗莲为
会长。 5 月 20 日，山东灾民救济
会举行首次职员会议。 决定设立

文书、采办、施放、劝募、庶务、会
计、调查等 7 个股，分头办事，并
派员调查灾区实况。 会议还进行
当场募捐，何宗莲带头捐款大洋
1000 元。

何宗莲将募捐的重点放在
各省督军、军长、师长等高级将
领那里，他分别致信向他们介绍
山东受灾惨状，劝他们募捐。 这
一做法收到较好的效果，各省军
政长官陆续汇来捐款。

到 7 月中旬，山东灾民救济
会已收各省军政长官捐款捐粮
者计有：吴佩孚大洋 10 万元，张
作霖红粮 10 万石，齐燮元、张学
良、禇玉璞各大洋 5 万元，吴俊
升大洋 5000 元， 寇英杰和靳云
鹗大洋 1 万元，孙传芳红粮 9000
包。 灾民救济会将这些捐款捐粮
按各县受灾轻重分为甲乙丙三
等，发放到灾民手中。

1926 年秋， 随着新粮的收
获，此次赈济鲁西灾民的工作结
束，山东灾民救济会撤销。 何宗
莲又转而通过红十字会济南分
会进行赈济活动。

功在当代 青史留名

由于军阀混战，山东农村经
济破产， 大批农民被迫背井离
乡。 1927 年，济南市经常滞留难
民达 3 万人。 当时济南的各慈善
团体都向滞留难民施粥。 红十字
会济南分会也在南门设立粥厂，
每天向 8000 名难民施粥两次。

1928 年 2 月，利津黄河岸堤
多处决口，黄河水向东漫流百余
里，淹没村庄百余个，淹死千余
村民， 大批灾民处在饿死边缘。
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购买黑面粉
500 袋蒸成馒头 3 万斤， 连同防
疫药品运送到灾区散发。

1928 年 5 月， 日军占领济
南，济南城内总商会等民间团体
建议成立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
何宗莲被推举为会长。 何宗莲主
持制定了该会章程， 规定该会

“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宗旨”，以
“赞同政府协同各团体维持地方
秩序、市面安宁、中外人士生命
财产”“保卫领土，维持交通”“营
救难民及侨民出险”等为义务。

他积极与日方交涉，要求释
放所拘捕的中国军民，归还掠去
的中国物资，募集散放款项和粮
食，救济日军侵略暴行造成的大
批难民。经与日军多次交涉，6 月
中下旬，被拘捕的北伐军南方籍
者 918 人和北方籍者百余人先
后获释。

7 月， 日本古董商与临淄县
地方劣绅勾结，盗买六朝时期的
古石佛两尊、成化碑一座及残碑
一方，偷运至淄河车站，企图经
胶济铁路至青岛出境。 济南临时
治安维持会多次与日本驻济南
领事交涉，予以阻止。

1929 年 5 月， 日军撤离山
东。 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的亲日
头目受到国民党当局惩处，何宗
莲则受到尊重。 同年 12 月，山东
省政府组织省立慈善公所，何宗
莲被聘为董事。

1930 年夏秋，国民党蒋介石
集团与阎锡山、 冯玉祥等集团，
在中原地区展开大规模混战，鲁
西地区沦为战场，造成当地少壮
逃散、老弱死亡。 战争结束后，何
宗莲被聘任为赈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他的积极谋划奔走，赈济鲁
西兵灾的工作收到成效。

1931 年 8 月，何宗莲在济南
病逝。 山东赈务会呈请山东省政
府转呈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褒奖
他。 1933 年 3 月 21 日，南京国民
政府明令褒奖何宗莲，并批准在
济 南 建 立 何 宗 莲 纪 念 碑 。
1934 年 8 月 1 日，何宗莲纪念碑
在济南商埠中山公园落成，上面
镌刻国民政府的褒奖令及山东
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撰稿、清末翰
林院编修、民国北京参议院议员
庄陔兰敬书的何公传略，各界数
百人冒雨参加了纪念碑揭幕式。

（据《齐鲁晚报》）

济南商埠中山公园的何宗莲纪念碑（“文革”期间被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