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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说古

1896年，贺龙出生在桑植
县。18岁时，他加入孙中山领
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 年 2
月，为策应蔡锷反袁护国，贺龙

“两把菜刀闹革命”。之后，经
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罗剑仇介
绍，贺龙率领的数百名桑植讨
袁民军编入护国军，贺龙被任
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
第二营营长。

贺文常改名贺龙

袁世凯于 1916 年 6 月死
后，谭延闿担任湖南省长兼督
军。谭延闿为削平地方势力，
以整编为名，令湘西各路民军
分别开往长沙、常德听候整
编。还没同军阀政客打过交道
的贺龙，不知谭延闿囊中之计，
又适逢母病，便回家探亲，将队
伍交给罗剑仇率领。罗剑仇带
着队伍开往桃源，途中被湘军
收编。贺龙料理完母亲后事，
方知队伍已被收编。谭延闿听

说贺龙在民军中威望很高，委
任他为湖南督军署咨议员，并
拨出两只粮船让他收税赚钱。
贺龙断然拒绝了谭的笼络。

在长沙，贺龙找到了堂兄
贺连元，经他介绍，贺龙同林德
轩相识。林德轩是湖南石门县
人，在护国战争中历任讨袁军
旅长、湖南清乡督办等职。林
德轩听说贺龙的姐夫谷绩廷改
名谷虎时，便建议说：“他改虎，
你就改龙嘛！你贺云卿有云，
云从龙，风从虎呀！”贺龙原名
文常，字云卿，护国战争中取曾
用名叫贺镇南。从此，他正式
改名贺龙。经林德轩介绍，贺
龙又投入到革命党人反对湖南
军阀势力的斗争。

刺杀未成被捕入狱

谭延闿和北洋军阀相勾
结，依靠反袁武装攫取湖南军
政大权后，又排挤革命党人，消
灭反袁民军，因而引起湖南革

命党人强烈不满。革命党组织
成立“正谊社”，斗争矛头主要
指向谭延闿及其手下师长赵恒
惕、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
根。正谊社策划炸毁谭延闿的
住宅，暗杀梅植根，将炸谭宅任
务交给了贺龙。

贺龙接受任务后，就在他
住的坡子街福元旅馆着手准
备。不料，刺杀梅植根的革命
党人董清在青石街开枪落空，
引起了军阀们的惊恐，连夜搜
查抓捕刺客。他们在贺龙住的
旅馆砖墙中，搜出手枪、炸弹。
贺龙被交给警察厅执行处决，
革命党人立即全力营救。

再次接受行刺任务

时逢谭延闿、赵恒惕与湘
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发生矛
盾。陈利用与北洋政府陆军次
长傅良佐的关系状告谭延闿，
使谭陷入被动。革命党人认为
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陈复初

拥有 1 个师的武装，与北京政
府关系很深，应该是主要的打
击对象。于是林德轩等改变了
策略，将“攻谭”改为“拉谭”，提
出愿同谭延闿一起对付北洋军
阀，并要求释放贺龙。谭延闿

鉴于林德轩的威望，又握有军
权，并认为革命党于己有利，便
释放了贺龙。

1917年8月，北洋政府下
令免去谭延闿的督军职务，委
任傅良佐继任，遭到湖南各界
的反对。革命党人决定在傅良
佐未到任之前，将先行入湘的
秘书长、副官长刺杀。这个任
务又交给了贺龙。但傅良佐的
先行人员迟迟未来，谋刺计划
没有执行。贺龙在长沙期间，
看到了军阀官僚政客们的明争
暗斗，认清了他们的嘴脸。两
次谋刺失败，也使贺龙对中华
革命党采取的这种斗争方式是
否正确产生了怀疑。（摘编自

《人民政协报》《中华儿女》）

贺龙在长沙两次谋刺行动失败

柏生士在美国大大有名，
他修建了纽约的第一条地
铁。作为土木工程师，柏生士
曾受美国合兴公司之托，奉湖
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为勘测粤
汉铁路线来到湖南。在湖南
勘测铁路期间，他享受的是布
政使（副省长）的待遇，被人抬
着轿子走在湖南的山村小镇
间。每到一地即被当地官员
采用当时官方的接待方式：扛
着回避的告示牌，鸣锣开道。

柏 生 士 随 身 带 着 照 相

机。当他将相机对准湖南老
百姓拍照时，闪光灯中燃烧的
镁粉曾吓得观看的人群惊惶
逃散。1899年1月9日，柏生
士经湖南巡抚俞廉三同意，首
次在白天进入“铁门之城”长沙
城内，并在湖南最高官府湖南
巡抚衙门大厅前留影。他是
获得湖南官方允许、在白天进
入长沙城的第一个外国人。
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大厅前，拍
下了据说是湖南最高官府的
第一张珍贵相片。（文/任大猛）

洋工程师被特许拍摄巡抚衙门

雍正元年（1723年），时任
河道总督病死于治理黄河的
工地上，当地数万百姓前来送
别。这位官员，是被康熙称为
天下“第一能臣”的陈鹏年。

陈鹏年（1663-1723 年），
湘潭县人。陈鹏年实任的第
一个官职是浙江西安（今衢县）
知县。当时，西安水灾严重，灾
民四处逃荒，豪强趁机霸占田
地，逃荒归来的灾民无以为
生。陈鹏年上任后，重新丈量
土地，还田于民；同时，减免赋

税，昭雪冤案，禁溺女婴，局面
为之一新。后来，陈鹏年任过
江宁知府、苏州知府等职。每
到一地，他都体恤百姓，平反冤
狱，深得百姓拥戴，被称为“陈
青天”。陈鹏年任江宁知府时，
康熙皇帝南巡。两江总督噶
礼以接驾为由，要增加百姓税
收，但陈鹏年不同意。这让噶
礼恼羞成怒，捏造一个罪名，将
其逮捕下狱。当时，正值江宁
一府八县的秀才参加考试，闻
此亦群情激愤，毅然烧了试卷

罢考，以声援陈鹏年。事情惊
动正在南巡的康熙，陈鹏年得以
无罪释放。康熙六十年（1721
年），陈鹏年看到黄河连年遭遇
水患，自请随河道总督张鹏翮办
理河工。雍正元年（1723年），
朝廷任命陈鹏年为河道总
督。其时，陈鹏年已积劳成疾，
不久病死在黄河工地上。

陈鹏年的后裔，如今仍居
住湘潭。其第十代嫡系子孙，
保存着陈鹏年和夫人谢氏的
画像。（文/马美著 王超）

康熙“第一能臣”来自湘潭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
称帝，建立“中华帝国”，改1916年为
洪宪元年。然而，仅仅过了83天，袁
世凯被迫退位，不久因病死去。与洪
宪元年相关的钱币种类比较多。当时
的天津造币厂以及新疆喀什铸造钱币
厂都铸造过此类铜钱，所铸造的文字
不一，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洪宪
通宝”等。湖南铸造的洪宪元年铜元
流通量相对大一些。但作为为庆祝袁
世凯称帝而制作出来的铜钱，它在昙
花一现后，留存下来的非常稀少。

那么，开国纪念币为何选择在湖
南铸造？原来，当时的湖南督军汤芗

铭 是 袁 世 凯 亲
信。为了充分表
现自己对主人的
拥 护 ，汤 芗 铭 于
1915 年底下令让
湖南当地铜元制
造局铸造洪宪元
年当十铜元、当二
十铜元的洪宪开国纪念币。因黄铜紧
缺，只铸造了少量的钱币。上图这枚

“当十铜元”的正面，有“洪宪元年”“开
国纪念币”以及“湖南”等字；背面是

“洪宪元年”和“当十铜元”的英文翻
译。（摘编自《闽南日报》）

汤芗铭铸造袁世凯“开国纪念币”

湖南影戏有过辉煌
中国影戏（纸影、皮影）

大致形成于唐末五代时期，
在宋金时期大盛，以后或浮
或沉，绵延至今。影戏是一
种全民的艺术，湖南是其流
布的重要地区之一。史料
证明，湖南影戏的历史至晚
可以推溯到明末清初时期。

清代民国时期，纸影
和皮影都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南方似乎更盛行纸影。著
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影戏
在今日……广东与湖南所
有者同为纸人，当别有来源，
或即为最初用纸雕制影人时
之所遗留而未改其制法者。”
其中所谓“最初用纸雕制影
人时之所遗留”，即谓湖南、
广东纸影是宋元之遗留。
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境
内发起的对雕制影人材料
以及取影光源的改革，对新
中国的影戏产生了重要影
响。湖南影戏有过辉煌的
历史，但现在成了濒危剧
种。（摘编自《船山学刊》）

柏生士在巡抚衙门留影。

柏生士享受布政使待遇。

洪宪元年
开国纪念币。

岳麓山道林寺
曾是著名道场

近日，湖南省博物馆获
捐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题
记扑满（即存钱罐），扑满的
腹部有用褐彩竖排书写的
6行、58字铭文，“潭州准造
道林寺，募主施二千五百
人，各捨钱一千文，写大藏
经五千卷、经藏一函、舍利
塔一函，藏满即略施同福，
大中三年七月日，僧疏言
白。福德藏”，其中提到的
道林寺曾是岳麓山两大道
场之一（另一个是麓山寺）。

道林寺始建于六朝时
期，唐时名声鼎盛。初唐大
书法家欧阳询曾为其题写
匾额“道林之寺”。后来，骆
宾王、杜甫、韩愈等文人墨
客都到此游览，留下不少传
世佳作。疏言则是道林寺
僧人。唐宣宗大中年间，疏
言入太原求取佛经，运回佛
经 5048 卷，此为唐代长沙
佛教界的一大盛事。清代
时，道林寺香火仍很盛，史
料记载“清咸同年间，有僧
众二百余，每日香客若市”。

不过，道林寺在清光
绪年间突被烧毁，被焚原因
无详尽记载。（文/李叶）

“湖广总督”管辖区
和广东没关系

张之洞是清朝洋务派的
代表人物，曾任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到底管辖哪些区
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湖
广总督”可能是湖南和广东
两个省的总督吧。其实，“湖
广总督”又名“两湖总督”，辖
区是湖南和湖北。

“湖广”二字源于元朝所
设置的“湖广行省”，辖区包
含今湖南、湖北全境以及广
东、广西部分地区。到了明
朝，开始将原来的“湖广行
省”划分为湖广、广东、广西
三布政使司，从此，“湖广”才
开始专指两湖之地。因此，
清朝的“湖广”和广东、广西
没有关系。

在清朝，湖广总督的地
位较高，是清朝九大封疆大
臣之一。当时的九大封疆大
臣分别为东三省总督、直隶
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
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
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和
湖广总督的“湖广”一样，两
江总督的“两江”也容易把人
弄糊涂。“两江”指的是江苏
和江西外加安徽。（摘编自

《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