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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4年5月7日 星期三湘江·湖南故事6
又逢甲午年。
两个花甲前的甲午，中

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落败，
台湾岛等土地被迫割让给
日本。

于台湾岛来说，这是第
几次落入殖民者的魔掌？

加上1894年这次，台湾
岛最起码有六次。 而中国依
靠自身力量保住台湾次数
不多 ，一次是1662年，郑成
功打败荷兰侵略者收复了
台湾；第二次，1884年，法国
军队大举侵略中国，台湾成
为主战场之一。 孙开华作为
一方主将，率部取得淡水大
捷，彻底粉碎了法军武装占
领台湾的图谋。

与郑成功一样，孙开华
是保台的民族英雄。

“还我河山”，孙家的传家宝
家住长沙县安沙镇毛塘铺村的孙国利，

保存了他高祖父孙开华留下的传家宝， 那就
是一幅绣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绣品。 孙
国利说， 这幅绣品是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军
时，激励将士用的。 胜利后，孙开华将这一绣
品传给他的儿子———孙国利的曾祖父孙道
义，以教育后代。

在长沙县星沙街道松雅小区的孙家柚家
里， 我们见到了主人保存的另一传家宝———

“福”字金匾。 这是孙开华抗法保台取得胜利
后，进京觐见光绪皇帝，光绪赐给孙开华这匾
以示嘉奖。 匾中间一个金色的“福”字，上边是
一个“赐”字，右、左分别有“光绪十年十二月
二十八”、“帮办台湾军务福建陆路提督臣孙
开华”字样。 该匾原挂在长沙县安沙白塔孙家
大屋堂屋中。

两样传家宝， 是民族英雄孙开华抗法保
台英雄事迹的见证。

淡水大捷，法军败走台湾
“淡水唱，淡水欢，孙九大人坐台湾。 法寇

见了丧了胆，夹起尾巴一溜烟。 家家红灯照，
岁岁乐丰年……” 这是台湾广泛流传的一首
民谣。“九大人”就是孙开华。台湾人民把他像
郑成功一样，视救星、福神，至今许多人家的
神龛上还供着他两人的雕像。

有关文史专家如此表述孙开华的抗法战
绩：

1873年，孙开华被派往厦门治理海防，招
募兵勇组成“捷胜军”，准备到台湾营办开山
事务。

中法战争爆发后， 孙开华奉命率领捷胜
军三营进军台湾，驻扎在淡水备战。 1884年，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5艘兵舰和两千
海军进攻台湾基隆，副司令利亡比率领3舰进
攻淡水。 清政府以刘铭传扼守基隆，孙开华把
守淡水。 10月1日，利亡比率“拉加利桑尼亚”
号等巡洋舰到达淡水海面， 身为提督的孙开
华“昼夜率军分伏海滨林莽，风夕露宿，不敢
少休” ， 决定在北岸利用丛林和高地歼灭登
陆之敌。

10月2日清晨，孙开华趁法军逆光不便
瞄准之际，命令发起炮击，战斗持续到晚上
9时， 炮台守军击中法军巡洋舰“德士丹”
号，把法军打得落花流水。

10月8日，法军在增兵之后向淡水发动
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孙开华在这场决战中
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这日清晨，孙开华
见法舰忽然散开， 便督令各营按预定计划
分散隐蔽。 10时许，法军登陆后向目的地前
进。 孙开华见状用少数兵力诱敌深入，待法
军逼近丛林，立命两个营队正面拦阻，又命
令埋伏在红炮台山后两支部队右翼出击，
命一支民军从敌人侧后阻截。 中午，孙开华
亲身杀入法军阵中，夺取了法军的国旗。 在

孙开华的激励下，中国军队人人奋不顾身，与
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法军三面受敌， 狂奔败
北，中国军队乘胜追击。 这一战，一艘法舰受
到重创，百余名法兵逃跑时掉入水中被淹死。
淡水大捷， 使法军企图强占台湾作为“担保
品”的计划化为泡影。

史家评论说， 孙开华所领导的抗击法军
的淡水之战， 是清代晚期唯一的一次取得彻
底胜利的战争。 他创立的“麻雀战”、“游击战”
以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在军事史
上影响很大。

两代忠烈：长子长媳殉国
中法战争结束后， 孙开华先后升任帮办

台湾军务大臣、 福建陆路提督。 光绪十九年
（1893）八月，孙开华逝世于福建任上。

可前脚赶走了狼， 后脚又来了虎———日
本盯上了台湾。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于是， 孙家第二代走上了保卫台湾的战
场。 孙开华长子孙道元， 自幼随父居任所淡
水，听到台湾被割让的消息后非常愤怒，说：

“国家土地，岂可轻易以尺寸与人！ ”他毁家
财，置军械，召乡勇训练义军，准备与日军决
一死战。

1895年， 他在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中身负
重伤，就是不肯撤离，直至战死疆场。 其妻张
秀英继承丈夫遗志，与日本侵略军血拼。 张秀
英赴死前， 将一双儿女托人带给在苏州的姐
姐张美容抚养，并致函说：“刻己素服从军，招
集先夫旧部，并招新勇数营，誓除倭寇以雪世
仇。 今命老仆杨明六、乳媪周张氏契带两豚儿
来苏，到日望贤姊念骨肉之情，妥为看顾……

愚妹此行 ， 若能遂
志 ，扫尽倭氛 ，则子
母重逢 ，或当有日 。
力不从心 ， 惟有付
之一死 ， 以继先夫
之志。 ”自己带领丈
夫余兵， 从台北战
斗到台南， 最后寡
不敌众，饮弹自尽。

孙开华另一个
儿子孙道仁，在辛亥革命中顺应潮流，在福建
提督、新军镇（师）统任上举义反正，做了民国
福建第一任都督，也不失为时代俊杰。

孙家大屋，英雄难敌惯性
不过，孙家英雄之风虽存，后来却没有再

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因由谁能说得清？
孙开华是英雄，但难敌那个时代的惯性。

据孙家柚介绍，孙开华在台湾任上时，在长沙
县购得大财主王家培家的豪宅， 即安沙白塔
的孙家大屋。 孙开华直系后人大都住在这里。

现在的孙家大屋已毁，成了一块平地。 可
我们从孙家后人口里得知， 当年这屋可是气
派非凡，有房160多间，四进，前头是三字墙，
中间二字墙；有观音堂、练功房、乐器房、书
房；有花园、果园，极为豪华。 如此看来，孙开
华在功成之后也求田问舍，以备将来养老。

如此，又引出另一个话题，慈利县的孙家
故居与这里有什么不同？

慈利县是孙开华的出生地， 岩泊渡星明
村至今部分保存着孙家老屋。 据星明村支部
书记邹开定介绍，这所房子原来很大，有48个
天井，屋架的“七”字挑均为“龙凤挑”，木柱的
基座都是石材雕花的。 故居周边都是孙姓人，
但没有孙开华直系后人。 去年有台湾人来参
观故居，说是受台湾孙家后人之托来的。 该故
居现已被文物部门保护起来。

据孙家后人说，孙开华有多个妻妾，生有
道元、道仁、道义、道礼、道智、道信几个儿子。
他们中有的跟随在父亲任上， 有的则回到慈
利老家打理祖业、照看祖坟，有的则迁到长沙
新居经营产业、照看父亲将来的墓庐。

白沙白塔，开华最后安息
100多年过去了， 孙开华虽然没被人遗

忘，但我们似乎应对他做得更好，譬如说保护
他的坟墓。

孙家柚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孙开华墓肯
定在长沙县白沙镇。 至于具体地方，他也未去
过。 他父亲去扫过墓，只是墓被盗后便再未去
过。

几经周折， 笔者在长沙县白沙镇白沙村
张家嘴找到了孙开华墓址。 这里已被一块晒
谷坪、一块荒草地及村民的杂屋所代替。 草坪
中横七竖八的条石，还能让人看出当年“墓”
的痕迹。 翻开一块残缺的石碑，擦去上面的泥
垢，“甲午六月初九日 男道仁义礼智信 孙克
修义立石”的石刻赫然在目。

据墓址南侧住户张佩其回忆：“这墓原有
‘清孙壮武公墓’等刻字。 我小时候看牛常在
这墓旁玩耍，墓地很大，有几亩大。 墓基地全
部由石砖石条砌成， 坟堆用石头围得圆溜溜
的，坟前是八字形的石墙，全刻古画……周围
是石栏杆、石门，有一对6米高的华表，还有石
马、石虎、石羊等，我还在石马上坐过。 这些石
料后来大都被用于修白沙坝了。 ”

“孙墓1949年第一次被盗，时间是九月初
七（或初八）的晚上。 第二天，我看见了被盗后
的情景：黄泥新土散落在盗洞外，尸体头部露
出一节，很新鲜，一顶帽子盗后丢在外面，帽
上的猫儿眼被盗走， 守墓的张玉华将墓进行
了恢复”。

“第二次算是‘偷掘’，时间在1956年。 那
时集资办金沙社，说要‘让死钱变活钱’，当地
社员将孙墓挖开， 从尸体手上取了一个金戒
指，卖了1000元，还从手上取了个玉圈，从脚
上取了一对银锭子，五十两一只的，还有一只
墨猴，连金戒指共卖了1800元。 当时我在金沙
社任会计，虽没参加掘墓，却清楚这件事。 ”

张佩其长子张西华回忆说：“1976年建禾
场坪， 我与戴荣贵将孙开华遗骨用一只瓮坛
装了迁葬到附近的石子岭上， 当时还给他烧
了香。 ”

在张西华的带领下， 笔者来到石子岭孙
开华“墓”地，这里没有任何的标志，只有一片
不知名的灌木默默地与忠魂为伴。

甲午怀良将
———追记民族英雄孙开华

通讯员 黄柏强 本报记者 文热心

孙开华墓志铭。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孙开华。

光绪皇帝所
赐“福”字金匾。

孙家传家宝———湘绣“还我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