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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在唐才常策划下成立了正气
会， 会址设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东文译社，并
于1900年7月在上海愚园开会。 但会上争执激
烈，因政见不合章太炎断发离去。

在复杂的情况下， 唐才常组建了自立军，
并在庚子大乱期间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
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
地自立军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
会亲军、先锋营，计划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
安徽、江西、湖南同时起兵发难。

然而，资金几乎耗尽，军械奇缺，保皇会答
应的汇款迟迟不到。唐才常曾是湖广总督张之
洞的门生，二人有师生之谊，唐曾暗中试探过
张之洞对于自立军之态度及立场，张之洞亦默
许其举义之事。时局未明，张之洞也在观望事
态。但到自立军起事前，张之洞又决计背信弃
义投回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

8月21日晚，张之洞下令包围唐才常、林圭
住所和设在汉口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
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

唐才常被捕时，“面无惧色，仍时与其同志
谈笑自若”。 他甚至在从汉口押往武昌过江的
船上抬头仰望满天星辰，并叹道：“好星光啊。”

他还曾作诗一首：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

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颅付与谁？慷慨

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
之后，他被曾经的老师、两湖书院的筹办

者张之洞押解到湖北巡抚署中审讯。而6年前，
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任湖北巡抚时，巡抚署却是
他与谭嗣同经常相聚之所。他作诗道：“七尺微
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之后，这个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
为生死交”的年轻人，在写下“湖南丁酉拔贡唐
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21字“供
状”之后，于8月22日被张之洞杀害于武昌紫阳
湖畔天府庙旁。“就义之时，神色不变，慷慨如
平生，临绝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唐才常临难
之慷慨，并不输于挚友谭嗣同，因为“前赴后
继”这个词，原就是这样决绝与悲壮。

与唐才常一同起事的原时务学堂学生林
圭也一同遇难， 年仅25岁。20余位起事同遇难
者被葬于武昌洪山之旁，题名为庚子革命烈士
墓。

作为早期革命者， 他们单纯而又天真，或
许分不清盟友和敌人， 也看不清脚下的道路，
只能一步一步用生命去做试验和探索。理想主
义火焰太过于微弱，照不亮漆黑的夜，也难以
唤醒更多的人。最终，他们只能把自己燃成一
团火炬。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谭嗣同与唐才常这两
位挚友都在33岁的年纪终结在断头台上。如
今，浏阳老城有两条路，一条名为嗣同路，一条
名为才常路，它们交汇在浏阳河边上，见证着
曾经和过往。 二人的学生蔡锷为他们写成挽
联：“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借用范成大一句诗以纪念此二位情深义
重之先贤：“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
洁。”

（作者系湖南时务学堂研究会会员、 浏阳
谭嗣同研究会会员、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
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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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欣

唐才常，字绂丞，湖南浏阳人，历史对他的定义为晚清“政治活动家”。150年前，
1867年5月12日，草长莺飞的晚春，他出生在湖南浏阳县城孝义里。1900年8月22日，
一叶初黄的早秋，他死于湖北武昌紫阳湖畔。

这个33岁的年轻人，亲历过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自立军起义等重大政治事件，踏
足过四川、两湖、上海、香港、南洋、日本等地，见证了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最艰辛的过
程。

他心向光明因而无惧黑暗，但为了让更多人走出时代之黑暗，他和一大批战友，
选择率先死在了黑暗之中。

时务学堂合影（左二谭嗣同，右二唐才常）。 （资料照片）

� � � �唐才常 （资料照片）

唐才常自小聪颖过人， 在父亲唐寿
田的教诲下，7岁可作诗，8岁能作文。20
岁更以县、府、道三试均名列第一而成为
浏阳两百余年中唯一的“小三元及第”。

11岁时， 他认识了一生最重要的挚
友谭嗣同。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亦是
浏阳人，大他两岁，这年第一次从出生地
北京回到家乡浏阳。 这个刚经历因瘟疫
而致亲人纷纷离世的孤独少年， 对唐才
常一见如故、引为至交，并带他拜在自己
老师浏阳大儒欧阳中鹄的门下。 出身于
封疆大吏家庭的谭嗣同从未与家庭贫寒
的唐才常产生任何隔阂， 两位小同窗互
相切磋、形影不离、情谊深厚。

众所周知，谭嗣同擅弹古琴，曾以家
中被雷劈倒的梧桐树制成“崩霆”“残雷”
二琴。鲜为人知的是，谭嗣同高超的琴技
除了得益于自己的老师刘人熙外， 大多
由唐才常的父亲唐寿田传授。 后来的20
年间， 谭唐二人亲密共事多年， 历史上
提及谭嗣同的事件，多与唐才常相关。谭
嗣同曾多次对人言及：“20年刎颈交，绂
丞一人而已。”

因家境贫寒又欠外债， 唐才常早早
就踏上了赚钱谋生的道途。25岁时，他应
四川学政瞿鸿禨聘请， 背井离乡前往成
都谋职。历经千难万险入川之后，初离家
乡的唐才常非常挂念家中亲人， 除寄回
封封书信向祖母、父亲、弟弟们问安，还
将自己薪金悉数寄回家中。

在蜀中的岁月里， 他甚至很少上街

游览，几乎不与人聚会饮酒，只有清心读
书、阅卷、教课。唯一的乐趣是偶得古书
碑拓，“每一展阅，古色斑斓，奇文光怪，
便觉心旷神怡”，他日日盼着把这来之不
易的宝贝尽快带回家中， 与弟弟们一同
临摹赏玩。

1894年， 因想去张之洞开办的两湖
书院读书， 唐才常与谭嗣同前往武汉参
加入学考试，然而名额只剩一人，谭嗣同
由于晚到故而将名额让给唐才常。 在书
院读书的日子里，唐才常体会到了“游息
自如，了无束缚，可谓极人生自然之乐”
的生活；谭嗣同则只能写下“嗣同生平未
做过一件快意事”这样的句子，终生无缘
入任何一所书院读书。

为帮助家里摆脱困窘， 唐才常两
湖读书期间曾托付谭嗣同帮其谋求工
作，并在急需用钱之时求助于谭嗣同。
作为同窗挚友， 谭嗣同放下他巡抚公
子的面子和平日里不愿求人的清高，
东奔西跑为其联系工作， 四处借钱凑
足银两悉数奉上。 满怀感激的唐才常
在致其家人信中言及：“复生平日如空
山之云、 天半之鹤， 不可稍干以私”，
“如此委屈深情，真感激无他”，叮嘱家
人切莫辜负其好意。

在两湖书院读书期间，因天赋极高，
且刻苦好学，考试每每名列前茅，唐才常
深得张之洞器重。他在这里读明治维新、
读彼得大帝，读西方的民权学说，直到28
岁时从两湖书院毕业。

甲午战后， 中国遭到史无前例之浩
劫，唐才常与谭嗣同“彻夜不寐，热血盈
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但牛衣对泣并
不能救国， 两个年轻人决定在家乡浏阳
兴办格致算学馆以求实学救亡。

他们上书湖南学政江标， 请求设立
算学馆，专门教习数理化知识，将“尊重西
人之实学”与“救国保种”融为一体，使浏
阳成为湖南新学之先锋。 唐才常曾自豪
地说：“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
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1897年，唐才常又作为《湘学报》之
主笔，写下大量开启民智、放眼世界、呼
吁科学之文章。彼时，谭嗣同正在南京
任官， 对于好友所办的报纸最是上心。
他曾在暴雨交加之夜独往钟山书院山
长缪荃孙家中，托其帮唐才常销售《湘
学报》， 并将售报所得资金第一时间悉
数汇给唐才常。

不久后，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
标、乡绅熊希龄等人之努力下，湖南新政
的宣传阵地时务学堂成立。 学堂的骨干
力量熊希龄时年27岁，谭嗣同32岁，唐才
常30岁， 而灵魂人物总教习梁启超只有
24岁。 这批年轻有为的热血青年如奋发
蹈厉之火焰一般， 于风云际会中燃起了

湖南新生的力量。 他们与学生是师生更
是战友，蔡锷、林圭、田邦璇、秦力山、李炳
寰等自立军起义的骨干将领， 都出自当
时的时务学堂。

在时务学堂中，因谭嗣同介绍，唐才
常首次与梁启超相识。初次见面，唐才常
赠给梁启超一方家乡浏阳特产菊花砚，
并由谭嗣同亲自撰写砚铭诗：“空华了无
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
赠，两君石交我作证。”其中任公是梁启超
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

当时湖南学政江标素与谭、 梁交好，
他在外调离湘之时前往学堂与旧友话
别， 正巧看到唐才常赠给梁启超的砚台
和谭嗣同所题的诗铭， 忍不住多留一日，
亲手将此铭诗刻于砚上。后谭、梁、唐3人
送别江标于江上， 却不知此为他们最后
一次会面。

多年以后，唐才常、谭嗣同、江标均已
不在人世， 梁启超心心念念的只有这方
见证着4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当年他
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
他曾遗憾说到：“数年来， 所出入魂梦者，
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
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
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

谭嗣同遇难后，唐才常回湖南简单料理家
事，令其弟唐才质将所有来往书信全部烧毁以
防后患， 却叮嘱其留好谭嗣同所有的生前信
笺：“来往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惟壮飞
之书宜留。”

之后，唐才常急赴上海，并转赴香港、新加
坡、日本各处，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均建
立联系，意图联合各方在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
勤王起义。康有为曾回忆道：“嗣同蒙难，才常
愤痛，日思复仇，以救圣主，拯中国。”这不仅是
对挚友惨死之悲愤， 更是对挚友志向之继承。
然而，康有为和他的保皇会澳门总局对唐才常
联合大举计划的反应并不积极，但梁启超主张
全力支持唐才常这一计划。

晤康之后，唐才常再次回到内地，却在故
乡浏阳遭到了顽固派殴打。一心惦记着大计的
他没顾上休息，又再次奔赴香港、南洋、日本各
地，并经过同乡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在横滨
晤面。

1899年5月，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
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并把口号定为：“万象阴霾
打不开，洪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
把乾坤扭转来！”

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这都是唐才常
需要的， 且对于唐才常这样一呼百应的豪杰，
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那时，原时务学堂的林圭、蔡锷、蔡钟浩、
范源廉、田邦璇、李炳寰、唐才质以及广东人冯
自由、郑贯一等20余名学生正在日本东京高等
大同学校就读，这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杰“日
夕高谈革命”，许多人以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
命。唐才常很快吸纳了这股年轻的力量，锐意
回国发难，并选择两湖作为突破口。

1899年9月，在他们回国举事的前夕，梁启
超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红叶馆为他们举行饯
别会。这天之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
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说：“大家见过面，把酒
畅谈， 真是悲壮淋漓、 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
了。”梁启超为自立会活动筹得了大量款项，他
曾致书唐才常：“一月以后， 必有万金左右寄
上，幸勿为念。”

1898年8月，谭嗣同进京任军机章京参与维
新变法，不知是否心有预感，谭、唐两人在长沙
郑重饮酒分别，并且，谭嗣同还趁酒酣口占诗两
句：“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这是
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戊戌政变前夕，谭嗣同曾致电唐才常邀其进
京共商政事，但当唐才常行抵武汉，却惊闻谭嗣同
因不愿出走而在菜市口刑场惨遭清政府杀害，并
留狱中绝笔：“吾自横刀仰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
仑。”（此为谭原诗，“我自横刀” 为梁启超所改）闻
知这一噩耗，他悲愤欲绝，椎心泣血地写下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
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
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谭嗣同一生文武兼习、 儒佛双修， 造诣非
凡，他正如敦煌佛曲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萨一般，
骑狮赴法场，且以昆仑奴二人为侍从。

史学家刘泱泱曾分析，“去留肝胆两昆仑”
句中的“两昆仑”，当指唐才常。谭唐二人志向相
投、肝胆相照，且相识20年之久，谭嗣同此绝笔
诗所指当非唐才常莫属。

唐才常曾在送别时务学堂教习欧榘甲、韩
文举、叶觉迈时写下诗作《侠客篇》：

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
匣风雨哀。

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
衣起徘徊。

……
吁嗟二三子，奴券惊相催。要当舍身命，众

生其永怀。
唐才常与谭嗣同“平日互相劝勉者， 全在

‘杀身灭族’四字”，他们坚信“今日中国能闹到
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并愿“誓救
同类，极于力所可止”。

然而，这新旧两党的血流遍地，流的却只是
他们自己的血。虽说即使“杀身灭族”仍在所不
惜，但在危急关头，谭嗣同仿照父亲笔迹写下痛
斥自己的家书断绝父子关系， 因而保护自己全
家未受株连； 唐才常亦
在举义后将一家老小从
故乡接走， 以保他们幸
免于难。 两人自是同样
重情重义。

“尺书珍重九回肠，自古诗人总异乡”

“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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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3

“顶天立地奇男子，
要把乾坤扭转来”4

“慷慨临刑真快事，
英雄结束总为斯”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