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祖国践诺 ———“南疆国门第一
路”建设者秦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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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湘军出山
———1894，甲午湖南之一

本报记者 文热心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
午战争是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一场战
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失败最惨的一场
战争。

2014年， 又逢甲午。120年前的7
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之痛、
国之殇。今年在公开场合讲话中，习近
平总书记两提 “甲午”。 一次是2月18
日， 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连战时说，
“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一次在
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他说：
“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
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1894，农历甲午年，湖南有着自己
的故事。

甲午陆战几人知

人们对甲午海战更熟悉。 不仅知道了清
朝海军北洋舰队在那一战中全军覆没， 也从
1962年的电影《甲午风云》熟悉了邓世昌、丁
汝昌等壮士，也知道了刘步蟾；也知道慈禧太
后挪用海军建设的银子， 为她60岁生日修建
颐和园；更知道了战争的后果是签订了《马关
条约》，被迫割让台湾……

确实， 这场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
国运殊途， 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
边缘。甲午年，成了中国的命运转折之年。

但是，与海战进行的同时，还有一场陆战。
1894年9月16日，日军占领平壤，朝鲜境

内淮军仓皇内撤到鸭绿江西岸。10月26日，清
朝重兵近3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号
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于日军手中。

大东沟海战， 实际已预告甲午战争清廷
的失败。日军自此控制东亚制海权，日舰可自
由巡弋朝鲜及中国海域， 深入辽东、 威胁北
京。如果说，海战队伍是以闽、粤人为主体的
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话， 那么陆战一个阶段
则是以湖南人为主体的老湘军打的。

湘军整装重出山

自甲午平壤战役以来， 以李鸿章为首的
淮军屡遭失败， 一溃千里， 清廷以淮军不可
恃，只得另谋办法。

湘军崛起于曾国藩时代镇压太平天国，
此后平定捻军及西北叛乱， 以及后来左宗棠
收复新疆。湘军的不败史，一度让当时的人们

“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因此，
清廷批准翁同龢主张征集湘军的建议。可是，
此时的湘军曾左彭胡都已走了，就是曾国荃、
孙开华、王德榜、刘锦棠等也病逝了。但不少
湖南人却主动请缨， 请求出山海关从陆路抗
击日军，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更上书朝廷，以
为率领士风民气高昂的湖湘子弟北征， 定能
建立救国殊勋。

说起来也有意思。 吴大澂是江苏省吴县
（今苏州）人，有人说，他是个学者、艺术家。确
实，他写过《权衡度量考》等著作，也“善画山
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其实，吴大澂这个
1867年的进士，在清朝官场上是个多面手。他
做过翰林院编修，出为陕甘学政，在河道总督
任上，“工程筹划有方”；在担任与俄国边界谈
判首席代表中，为国家争回过土地；在担任吉
林驻屯军督办———副总司令时， 还搞得有声
有色；虽然也做过“弼马温”———太仆寺卿，即

“从事牧马政令，皇帝出巡，扈从车马杂物皆
为总管”， 可官阶从三品； 也做过左副都御
史———监督职权的机构都察院的长官。 光绪
18年（1893年）来到湖南担任巡抚。

这样一个人请兵出征，似乎有点作秀，其
实也并不是没有来由。1877年，他在晋、陕襄
办赈务时，不辞劳苦，亲赴灾区察勘，得左宗
棠、曾国荃等保荐，次年，授河北道。这种保
荐，应该是吴的一种“湖南资本”。他也让湖南
人见识过其“武得几下”的功夫，戴着一副近
视眼镜施放洋枪，命中了百步之外的靶子。不
管是自己认为，还是别人夸张，吴大澂就是要
做“虽古今名将不如也”的人物。

吴大澂的上书，恰恰与清廷，尤其是帝党
一派“急欲起用湘中故将，‘以济湘淮’”想法
合拍。于是，朝廷一方面批准湖南吴大澂统率
招募的湘军子弟出山海关作战， 另一方面起
用了一批湘军故将，前往辽东作战。左宗棠旧
部魏光焘、曾国荃旧部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
之子李光久等， 均被命令募兵出关， 北援辽
东。起用湘军，统帅自然得老湘军的人来做。
于是， 时任两江总督、 湘军老将新宁人刘坤
一，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令其节制山海关
内外防堵各军，督师作战。

且看主将魏李陈

再看几位主将。
被刘坤一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办———魏

光焘。清廷在军队设营务处的时候很多，应该是
代表主官管理、协调各支部队行动的机构，类似
前敌指挥所之类的机构。 接到朝廷征召的命令
时，魏光焘则是57岁，因母去世，丁忧在家。

他是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人。他自1856
年加入湘军后，先在曾国荃部，后随左宗棠到
陕北办理军务，一步步升为新疆布政史。接到
清廷的征召后，他重招旧部重组武威军。

魏光焘率领的武威军随左宗棠在收复新
疆战事中战绩卓著。三个月内，他招募了武威
军旧部3300余人，编为6个营，虽然他“强墨从
戎，仓促成军。”但还是义无反顾，出关抗敌。

“兵勇行军三个多月，奔驰万里，又值冰天
雪地”，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而且魏
光焘营内枪械严重缺乏， 其他军需粮饷也不
足。清廷也知情，下达了命令：“已谕军机大臣
等，本日据吴大澂电奏，魏光焘营内枪械甚少，
请于天津新到德枪借拨一千杆， 该抚所购洋
枪，正月中旬亦可到津，如数拨还等语，现魏光
焘出关，需要甚急，着李鸿章即行拨给无误。”

李光久，在几位主将中，虽然他最年轻，
可也是年过五旬了。他虽然是“官二代”———
父亲战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三河之战中，因
此荫袭三等男爵，可并不纨绔，早年也参加过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活动， 此时官为江南候
补道。虽然候补，却也正四品。作为他来说，无
论是为国、为家、为己，应该是主动请缨的。

还有一位就是陈湜了。 此时他已是64岁
了，以江苏按察使奉命赴山海关防堵。

三秋之水不回转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淮军
屡战屡败，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全军覆没，辽东大
地尽陷日寇铁蹄之下，清政府再次起用湘军也是
不得已的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初二，光
绪帝颁发谕旨：“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
湖南巡抚吴大澂为帮办军务，所有关内外防剿军
务均为其节制。”也就是说，甲午中日之战的陆战
部队主帅换为湘军老将刘坤一，副帅换为江苏人
又与湖南有密切关系的吴大澂。

可是，史家后来评论：“其实，早在湘军出征
到山海关前，甲午战败，已成不可挽回之势。”

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挑起战端，在朝
鲜丰岛海域突袭中国北洋水师。9月16日， 日军
占领平壤， 朝鲜境内淮军仓皇内撤到鸭绿江西
岸。平壤陷落第二天，甲午战争最重要的一次海
战大东沟海战爆发，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中国海
军惨败：北洋水师“扬威”、“超勇”、“定远”三舰被
击沉；邓世昌驾“致远”号主舰，欲撞击日舰“吉
野”号未果，因船体倾斜锅炉爆炸，“致远”号沉没
（旧说，“致远”号为日舰鱼雷击沉）。大东沟海战，
实际已预告甲午战争清廷的失败。日军自此控制
东亚制海权， 日舰可自由巡弋朝鲜及中国海域，
深入辽东、威胁北京。

李鸿章在此时声称， 清廷可与日方先停
战，再议朝鲜善后，拒绝赔偿兵费。

也就是说，不管陆路胜负如何，日军海战
取胜，已达到了战略目标。

庙堂战和枉抗争

“其实，湘军旧部在牛庄苦战，感到极度
疲惫难熬且最终战败的那一天， 北京紫禁城
内，光绪皇帝单独召见了李鸿章。李鸿章从光
绪帝处领奉到全权敕书， 文曰：“特授文华殿
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侯李
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 与日本国所派全权代
表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
署名画押之全权。””

也就是说，一切抵抗战斗，已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因为对日和谈，已进入“正在进行时”。

后人如此评价这场战役：“在甲午战争陆
海各役均告大势已去之时，1895年1月14日，
慈禧太后才发布懿旨，命令移往关内之军，迅
赴前敌， 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带所部及魏光焘
等军出关作战。显然，在大势已定之后，湘军
出战，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作用十分有限。”

湖南巡抚吴大澂

魏光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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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蒙志军 于振宇

2014年9月1日， 距离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
广西南宁召开还有半个月。全长179公里的广西南友（南
宁———友谊关）高速公路，往来车辆熙熙攘攘，一派繁华。

南友高速公路，是国家规划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
衡阳至昆明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通往越南等东南
亚各国最便捷的陆路国际大通道。

这条路的背后，还有一个关于为祖国践诺的故事。
2002年12月，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广西区域公司总经

理秦英，带着5名同事和一台皮卡车，第一次来到广西，便
一举中标南友高速公路项目。自治区交通厅要求：一个月
内必须开工。

秦英迎难而上。 暂没有钱， 他先从家里拿来6万元开
张；没有住房，他租住在工地附近唯一的一户老百姓家，打
地铺；没有人手，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施工员，和几个同事日
夜连轴转，平整场地填碎石，2万平方米的乱泥地硬是被按
期整理出来。

南友路，是越南、泰国、缅甸等东盟国家领导人来中国
南宁参加一年一度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必经之道。以后
你们来， 可以走我们中国自己的高速公路。2004年11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在南宁指着尚在建设的南友路，
向前来出席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时任越南副总理
范家谦，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这是中国人民的热情邀请，更是国家的庄重承诺。但同
时，也给建设者本来就紧张的工期带来了更大压力。

从友谊关到南宁，过去只有一条234公里长的狭窄山
路，全程要花费5个多小时，因为沿线环境艰险，甚至被人
们称为“魔鬼路”。

沿线石峰突兀连绵、云雾氤氲，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这种地貌特征，极易产生溶洞，对工程建设是巨大挑战。加
之中越边界区域，20多年前布下的地雷错综分布，“不敢
越雷池一步”曾一度制约了野外施工。

工期紧、技术难度大，为了保证道路能及时建成使用，
秦英带着团队，经过现场测量，反复调研，决定先建设公路
半边路幅，然后再铺设另一边。“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在短
时间内完成困难很大，而且成本也会增加。但我们觉得，这
条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为祖国践诺，我们责无旁贷！”秦
英喊出了“共产党员跟我上！冲在前！”

“科学组织、拼命苦干，是秦英在南友路成功的法宝。”
同事回忆，秦英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坐4-5个小时
车直奔工地，督进度、查安全、管质量。通车前几个月，他经
常坚守工地到凌晨4时。“他曾经一连几天没合过眼，我们实
在没有办法，骗他服了两片安眠药才逼他睡了一个好觉。”

2005年10月， 南友高速半幅通车， 参加第二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的越南代表团， 顺利通过这条路从友
谊关到达南宁，车程比过去缩短一大半。当年12月28日，
南友高速全线通车，比原计划提前4个月。通车之际，时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陆兵挥毫题词：“南疆国门第一
路”，勒石立于中越边境友谊关隧道口。

南友高速公路的建成， 不仅树立了中国建筑施工企业
的良好形象， 更为中国与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友
好往来打通了便捷通道，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经济纽带。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交汇点广西凭祥市为例， 南友
高速通车后， 该市边境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发展势头。2007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位居广西各县（市）第一；口岸进出口货
物总量同比增长38.9%，是1996年中越铁路联运恢复以来货
物运输量最多的一年。口岸出入境总人数同比增长94.18%。

如今，湖南路桥进军广西市场已有12年，从南友高速
到百色———罗村口高速， 从全兴高速到桂林———阳朔高
速， 足迹遍布八桂大地。 承接业务合同金额从1.2亿到15
亿，再到18.6亿，目前累计已达133.7亿元。

在建的广西崇靖（崇左———靖西）高速，总长147.36公
里，总承包金额91.58亿元，是湖南路桥自成立以来承建的
最大公路工程项目， 也是其首个“融资加总承包模式”项
目。目前，工期刚过1/3，路基土建部分已完成近60%。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欧阳金雨

滚滚波涛的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清风峡口，有一
座幽静、古朴、典雅的院落。

这里，既有山水相融的灵秀、泉洁林茂的恬静，又
有白墙青瓦的素雅、回廊相连的清趣。这就是闻名遐迩
的岳麓书院。

湘学溯源媒体一行，在一个绵雨午后，来到这里，
探访一位学者宗师———张栻。

这是一位天资聪颖的南宋少年。 张栻自小家学渊
源，后得程颢、程颐之学，创建了城南书院，为湖湘学派
奠基；他主讲岳麓书院，为壮大湘学培养人才；他主持
的朱张会讲，更是让湘学盛极一时，岳麓书院自此成为
闻名全国的理学重镇。

这是一座久负盛名的千年学府。 经前门， 至赫曦
台，站在岳麓书院大门“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妙对
前， 眼前再现了当年朱、 张两位大师湘江渡口携手迎
送，岳麓书院摆擂会讲，听众千人而井泉缺水的学术盛
况。漫步书院内博物馆、讲堂、文庙……我们同时被岳
麓书院千余年来的学脉绵延所感动。朱熹、张栻、王阳
明在此传播宋明理学，王文清、杨昌济、谭嗣同、梁启
超、熊希龄在此从事教育学术活动，王夫之、陶澍、魏
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邓中夏在此就读。当
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其中个个都是顶天立地
的大角色真人物，他们的人生传奇和思想历程，哪一位
不值得我们咀嚼、学习和思考?
� � � � 在书院里参观、采访，记者还留意到一些小细节。
恰逢新学期开学前夕， 前来岳麓书院参观的大多是
学生。他们列队而行，可每每导游介绍时，学生们纷
纷聚集拢来，侧耳倾听。而当记者围住朱汉民院长采
访时，有好几位年过古稀的老者探过身子来，真诚提
问、俯首笔记。

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 今人之好学同样令人惊
喜！

张 改造了岳麓书院
———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汉民
本报记者 欧阳金雨

站在“朱张会讲”两把古色古香的座椅前，衣着
朴素、毫无架子的朱汉民院长为围坐听讲的记者、游
客娓娓道来。

记者：在您的心目中，“一代学者宗师”张栻是怎
样的形象？

朱汉民：张栻一直是以“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出
现在理学家中间的。为什么这么说？我总结有两点：
一是体现在其抗金的爱国言行方面；其二，体现在其

“奋不顾身以任其责”的贬抑权贵、仗义执言方面。

记者：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后，书院发生了哪些变
化？

朱汉民：张栻主教岳麓书院7年，可以说是他改造
了岳麓书院。 他使她由一所传习经学的学校转变为一
所传习理学的学校， 由一所单一化教学方法的学校转
变为一所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学校， 由一所仅仅具有教
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
能的学校， 由一所官学代替者的学校转变为一个真正
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记者：张栻以及张栻曾经主教的岳麓书院，以什么
样的学风对湘学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朱汉民：张栻，首先是一个学者，他作为学者的学
识、德行对当今的大学老师、校长以及创立大学都有借
鉴意义；其次是教育理念，现在大家办学的目的无外乎
三个：教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这三大功能，张
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时就已经具备了；张栻“以天下为己
任”的社会责任感，岳麓书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兼善
万世”的院风，展现的正是当今圣贤、豪杰的精神。

■张栻简介：
张栻（1133—1180），汉州绵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

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
三贤”。他虽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从小跟随其父在湖
南、广东等地居住。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文集》。
后与其父张浚同葬湖南省宁乡县， 其墓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湘学溯源媒体行

一位学者宗师
与一座千年学府

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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