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刻在龙冈的毛泽东词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 “围剿”》。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谈起张家“后来事”，张绵亘感到欣慰：“‘八叔
公’这一支还算是人丁兴旺、个个出息。”

张辉瓒继子远渠系张的哥哥所生，因生父
早逝，4岁便过继给“八叔”。1925年去德国汉堡
大学学医，留德12年，1937年回国教书 。后来，
开设私人诊所，解放后任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主任。这一支因为住在长沙，也就与张绵
亘家常来常往了。

张辉瓒生子叫远谋。张辉瓒被俘时，他12
岁，在南昌念小学。抗战时，他考入西南联大，
攻读化工专业，后来留学法国，又转赴美国，获
硕士学位， 回国后任天津大学教授。1949年加
入民盟，出席过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还是天
津市第三、五、六、八、九届人大代表。199l年，荣
获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4月病故。有关方面对
他的评价是，“在艰苦的年代，他抛弃国外优越
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回到祖国”；“在化工领域特
别是在工业结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取得很多

重要成果， 在学术界很有影响”；“是一位保持
爱国知识分子本色的政治活动家。”

张辉瓒生女叫远仪。张被俘时，她才8岁。她先
后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攻读英语， 后嫁给一位
地下党员、建筑专家。解放后，专做翻译，因身体不
好，自动弃职，随夫住上海，后定居美国。“前几年，
她的后人还来过，在这里吃过饭”，张绵亘说。

说起张远仪，不由得又提到张辉瓒妻子朱
信芳。张绵亘告诉记者，她比张大1岁，是个“细
脚婆婆”。朱信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还有点
主见。张辉瓒在攻打苏区时，她住在汉口亲戚
家。张被捉时，她到处求人救夫。国民党当局其
所以愿和共产党、红军谈判释放张，朱信芳的
活动也是重要因素。张辉瓒死时，她47岁，随张
的灵柩回到长沙。不久，她定居于大塘湾，变卖
家产购置田地，吃地租过日子，解放后被划为
地主，后到上海随女儿居住。不过，1967年那个
特殊时期， 她又到大塘湾生活了几年，1970年

(86岁)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葬在大塘湾。
谈到此， 张绵亘遗憾地说，2008年他接到

张远仪从美国的来信， 要回来给父母上坟。正
当他作好准备迎接时，得到的却是张远仪去世
的消息。

2008年5月底，一些湖南的新闻媒体报道：张
辉瓒墓整修完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
基本是按原貌恢复。”

提起此事， 张绵亘笑笑告诉记者：“此事是
远仪姑姑写信给省政协领导解决的。 远仪姑姑
是‘八叔公’的女儿。”

张辉瓒长息岳麓山。他的墓是当时国民政府拨
出专款、由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主持修建的。

这座墓堪称气派： 整个墓地占地1000多平
方米，由花岗石建筑。墓东向有高大石坊，设近
百级石阶步入墓地，周绕石柱护栏，护栏上嵌汉
白玉石碑，上镌刻民国时期军政要人题挽颂词。

墓塔下正面刻蒋介石“魂兮归来”题字。另有一
青石碑上刻张辉瓒生平简介和家属姓名。 墓下
方东南侧是仰云亭及墓道大门、墓庐。墓道大门
在麓山寺东门北侧， 由两根大圆石柱和横梁构
成， 造型简洁而雄伟， 石梁正中匾额 “张公墓
道”，亦为蒋介石所书。墓庐红砖清水墙，歇山屋
顶，盖琉璃瓦，面阔三间，进深二间，两方形石柱
支撑外廊，北侧墙脚嵌石碑一块，上刻“民国二
十年八月四日奠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作为胜利者的共产
党人对张墓并没有不利的举动。但是，它无法躲
掉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破“四旧”的风雨。

2005年12月， 身在美国加州的张辉瓒女儿
张远仪女士向湖南省政协相关领导写了一封
信。 她在信中说， 身为湖南人， 她对故乡非常
思念， 常生返乡祭父之心， 但因张辉瓒墓遭受
损毁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省、 市政协和长
沙市的领导随即批示， 根据实际情况对张墓进
行处理。

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论证， 认为修缮恢复
张墓是可行的， 其主要理由是： 对构建和谐社
会，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有一定意义；能体现当今
社会的开放胸怀和人文关怀； 张辉瓒在北伐期
间表现良好， 要对历史人物有个交待。2008年，
整修一新的张辉瓒墓展现在游人面前。

张辉瓒墓的修复， 表现了执政者的大度和
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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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就是张辉瓒旧宅遗址。”7月上旬的一天，做
过镇长、书记、局长，在长沙县鼎功长大的王正斌，指
着山窝里那片废弃的校舍告诉记者。

“张辉瓒？”
“对 ！就是毛主席的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 “围

剿”》一词中‘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那位。”上个世纪60
年代，这首词广为流传，张辉瓒由此成了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的人物。

长沙县原三中教师蔡祥麟，修过校史。他说，“这
里小地名叫鼎功大塘湾 。 张家旧宅大约是张辉瓒
1928年购下的。 这一片原是一个杨家地主的， 含住
宅、后山及树木、水田（212石租谷）等，（张购时）花去
大洋一万多元。买后，于1929年全部修饰一新，其修
缮费又花去大洋数千元。修缮竣工后，张亲书‘草庐’
二字为宅名。”“这年秋天，张带领100多人马，坐着轿
子前来察看，还在‘草庐’住了一晚。”

“‘草庐’分前、中、后厅的三进厅堂大屋。每厅两
边各有两间正房，正房都是楼上楼下两层。前厅到中
厅走道两旁是天井，天井各种一株罗汉松，在坍墀另
一边各有一小厢房， 中厅至后厅为封闭式走道……
在两排厢房外各侧面开辟了花园……”，整个“草庐”
有房子百余间。

听王、蔡“讲古”，看眼前情景，记者脑海浮现出
“草庐”风景：庭院宽阔，花木扶疏，设施俱全；院前田
畴，院后青山，院左绿水。

“不过，张辉瓒在这里也只住了一晚。因为此时
他是南昌卫戍司令、18师中将师长， 部队驻在江西，
对付那里的红军，没有更多时间在家悠闲。一年后，
张辉瓒命丧龙岗，永息岳麓了。张死后，其妻朱信芳
一直住在这里。1949年解放后，这里先是鼎功乡政府
进入，后来又搬入协均中学（长沙县三中前身）。1986
年，学校扩建，张家旧宅被拆。2000年，学校搬走，这
里也就破败了。”蔡祥麟说。

记者曾读过张辉瓒的一首《过故里有感》的
诗：“溽暑遍征意若何，卅年心事梦中过；思亲直
觉今犹昔，杀贼差能少胜多；自笑尘劳侵鬓发，
尚返归汁理渔蓑；黄莺寄迹依稀认，立马桥头感
逝波。”如此，张家老屋应该在长沙县另一个地
方。王正斌又带着记者来到离大塘湾约5公里远
的神塘张家。张辉瓒是从这里走入军旅的。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张辉瓒的侄孙张绵亘。
性情豪爽的张绵亘谈起张家事，没有任何遮掩。
年近七旬的他平日喜欢文墨， 对上个世纪30年
代“八叔爷”之事，也还基本清楚。

在苏区， 张辉瓒是被红军捉到的国民党最
大的军官。在国统区，他的被捕、他的死同样被
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1930年12月16日，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
“围剿”开始。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张辉瓒率18师
并指挥公秉藩的28师向苏区挺进， 所到之处实
行“三光”，遍贴“剃了朱毛的头”的标语；向部下
训话时，也总不离“剃了朱毛的头”。

张辉瓒的18师长驱直入，没遇到多大抵抗。
他不知是计，以为红军不敢恋战而流窜，遂命令
公秉藩的28师加速前进， 限12月20日占领东固，
与他的18师在那里会师。18师走了一天，张辉瓒
突然传令休息待命。 他有意让公师独自先攻东
固，碰碰“硬钉子”。公秉藩不知是计，伤亡了好
几百人马，所幸拿下了东固，遂夸大战果报捷。

张辉瓒率18师姗姗来迟， 临近东固时正值
晨雾弥漫，和公师发生误会打了起来，连小钢炮

都用上了，直打到日高雾散，才知是“窝里斗 ”。
张、公互相指责。公放出狠话：“本师长不再受你
节制，等打完了仗去南京评说 ”，带着28师去了
富田。

张辉瓒也负气不再与公秉藩联络。这时，张
得到了大股红军在黄陂出现的情报，喜形于色，
下令追击。29日，张部进入黄陂不远处的龙冈圩
宿营，准备第二天与红军决战。

30日上午9时许， 迟来的冬日从山后升起，
雾霭渐散，张辉瓒下令“攻占黄陂”。当18师先头
部队52旅艰难攀爬至半山腰时， 遇到了红3军7
师居高临下的阻击，龙冈之战的序幕拉开。战至

中午，52旅仍不能越雷池一步 。 张辉瓒并不慌
张，计出“奇兵”，调53旅从两侧登山包抄红军 。
然而，53旅受到埋伏在两翼的红军大部队迎头
痛击。

18师死伤累累， 至下午3时许已伤亡过半。
此时，红军另两支部队又按“朱毛”的事先部署，
分别从左右迂回到龙冈侧后， 切断了18师的退
路，从背后攻过来。18师两个旅顿成红军的 “饺
子”。

龙冈一仗 ，18师师部直属队及两个旅九千
余人被俘，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一百余万发成了
红军战利品，张辉瓒躲在一个山洞中也被搜出。

历史事实是，张辉瓒被俘不久，在东固县被公审
处决了。

张绵亘拿出一份稿子，上有“据说……毛泽东想
放了他”之句。毛泽东和张辉瓒也属故交，还是湖南老
乡。史料记载：张辉瓒被捉后，毛泽东“趋握张手曰：石
侯先生（张辉瓒字），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还对看
守的红军战士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你们要好好看待。
此时的“张默然无语”。另一说，是张、毛见面后，张向
“润之先生”求情，拟以钱物换命。

确实，当时红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都不
主张杀张。因为不杀比杀对革命、红军、根据地更有
利。审问张辉瓒后，朱德想把张放到即将开办的红
军学校当教员。毛泽东则诙谐地说：“人家诸葛亮擒
孟获敢七擒七纵， 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
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中共中央也认为，可以利用张辉瓒在国民党湘
籍军人中的影响，达到瓦解国民党军队的
效果，于是派出代表李翔梧、涂作潮与鲁
涤平的代表王信一会谈，讨论释放张的问
题。

就在会谈过程中，张辉瓒头颅落地。
解放后，“老井冈”萧克将军也谈了对

此事的见解。他认为，张辉瓒前期也算个
反封建斗士，罪恶主要是随鲁涤平投靠蒋
介石之后。 在担任南昌卫戍司令期间，杀
人不眨眼，人称“张屠夫”。特别是在东固
一个多星期，他的军队大搞烧、杀、抢、掠。
这也就难怪后来在公审大会上，群众上台
揍他，局势失控，最后把他杀了。

当然，张绵亘并不知道他的“八叔爷”，在北
伐战争前期与共产党人也有过合作。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由谭延闿派湘军改
编而成的 ，所辖第四师的师长是张辉瓒 ，党代
表就是后来延安时期做过中央秘书长的李六
如 。 凌辉等 《李六如与 〈六十年的变迁 〉》中有
如此记载 ：攻打南昌城时 ，李六如和张辉瓒率

部在 “距离南昌二十公里的上堪店……遭到
敌军的顽强阻击……李六如拿起望镜观看 ，
因炮火弥漫 ， 前沿阵地模糊不清 ， 也同样担
心 。 便要到前线去看看……‘那好 ’，张辉瓒竖
起一个大指头 ：‘党代表兼督战官 ，好得很 ’。 ”
二军在占领南京期间 ，张辉瓒对蒋介石 “蓄意
屠杀工农群众运动领袖 、迫害共产党人 ”等行

径也表示了不满情绪 。 就是在武汉方面 “分
共 ”后 ，李六如也还安全地以 “四师党代表的
公开身份离开了武汉 ”。 不过 ，张辉瓒和他的
主子谭延闿一样 ，最后跟着蒋介石走了 。

身为苏区国家银行副行长的李六如，也见到了
被俘的张辉瓒。上个世纪60年代，李六如为创作小说
《六十年的变迁》，带着秘书罗植南来湖南收集“活”
材料，除收集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毛泽民、罗纳川、郭
亮等人和平江农民暴动等资料外，也收集了蒋介石、
张辉瓒等人的资料。 可见，李对张是“印象深刻”的。

张绵亘当然无法准确解释 “八
叔爷”的死因。

张辉瓒之死的大背景是当时国
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其中却
有极其重要的个人性格因素。 朱耀
华是张的亲姑侄， 龙冈战事时是张
的54旅长。 他这个旅与另两个旅保
持了较长的距离，因而得以逃脱。日
后，朱升任18师师长，成为“8·13”淞
沪抗战中的英雄。 他在评价张在龙
冈一战表现时说，姑父“蠢得不能再
蠢了”，说他目中无人，刚愎自用。

朱耀华的评说， 既包括张辉瓒
战事指挥，也包括张辉瓒的性格。人
说，性格决定命运，张辉瓒也如此。

有人概括张辉瓒的性格四种特
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与人共事主
观高傲，专横霸蛮”，“处理公务急躁
而专断，部属对他敬而远之”。

正是这样的性格， 让张辉瓒这
个进过湖南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
日本士官学校， 也赴德国考察研究

过军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对红军
这个新对手的战术毫无认识， 更谈
不上研究应对， 对龙冈之战中红军
意图也就毫无感觉；和公秉藩师“分
道扬镳”，孤军深入，犯兵家大忌；得
知黄陂有大量红军结集后， 不是知
难而退， 而是自投罗网， 被 “包饺
子”。

正是这种性格， 让他对共产党
人、 苏区民众缺乏闵怜之心， 大搞
烧、杀、抢、掠。蔡祥麟修三中校史时
访问过张家轿夫 “洪满豆豉 ”。洪告
诉他，“张八娭毑”（朱信芳）在1930年
秋去了一趟南昌， 是让洪和另一个
轿夫抬去的。到了南昌，见街上到处
是尸体，城门挂了许多人头，一问是
南昌卫戍司令 “张八爷 ”的 “杰作 ”，
吓得个半死，忙求“张司令”给纸“通
关”（通行证），放他回长沙。“洪满豆
豉”从此不吃张家的“肩膀饭”。此足
见张杀人太多，不仅招来民恨，也吓
坏手下人，最终死于“民心”。

1�鼎功张家旧宅

2�张辉瓒的“出名”

4�与共产党人也有过合作

5�张家轿夫吓得“辞职”

7�修复张辉瓒墓

8�张家儿子是人大代表，女婿是地下党员

张辉瓒

张远谋（张辉瓒之子）

“前头捉了 ”
———长沙县鼎功大塘湾旧事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章庭杰 夏声朝

3�萧克说：“张辉瓒不应杀”

长沙县鼎功大塘湾张辉瓒旧宅原貌。（蔡祥麟供图）

张辉瓒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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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绵亘告诉记者，张辉瓒的葬礼上，做孝子的是
他爷爷张远涵。因为，张辉瓒的继子张远渠已去德国
留学，亲生儿子还是个小学生，孝子的责任就落在张
辉瓒生前这个最喜欢的侄子肩上。

1931年2月2日， 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驾渔船
捞起了赣江中漂流的张辉瓒头颅，交鲁涤平辨认。鲁
痛哭流涕，一面电告蒋介石等，一面派人将头颅护送
至南昌，并命部下买了几段大楠木做棺材，聘请南昌
雕刻专家按比例雕手足、做身子，穿上中将军服，将
头装上去入殓，棺榇用蓝缎包裹移灵。

2月下旬，鲁涤平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
务所”，下令南昌市下半旗致哀，各界放假一天。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发布公告：“陆军第十八师
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灵柩将于三月九
日抵省。议决二十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
为荷。”

张辉瓒灵柩移九江经水
路运至汉口，转火车送到长沙
小吴门火车站。张辉瓒家属设
灵堂祭奠，请道士做7天7夜的
道场 。 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
祭，沿路摆设了祭坛，祭幛，燃
放鞭炮，焚烧纸钱。张辉瓒棺
材由128人杠抬入城， 安葬在
麓山寺北侧的半山处。

张辉瓒死后，黄埔七期毕
业、已有少校军衔的张远涵失
去了叔叔的荫庇，无法实现升
官的愿望，只好回乡了。

6�张辉瓒的丧事

▲张绵亘 (本报记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