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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考
———时事小说与戊戌政变史再解读

　 　 　 陆　 胤

摘　 要:　 清末康梁题材的通俗小说《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因其成书于戊戌政变发生

后不久,对考察当时舆论环境不无意义。 作为一部基于反维新立场的时事小说,《捉拿

康梁二逆演义》综合利用见于京报或报刊的上谕、折奏等官书文献,并及各种时事报道

乃至士大夫口耳相传的逸闻,材源不拘新旧,兼备即时性和多样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该小说中归在杨深秀、林旭名下的“狱中诗”,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主流历史叙

事所载的通行版本颇有出入。 比勘之下,小说本很可能更接近原貌。 历史叙事与小说

构思并非截然划界,小说也有可能比史撰更近“真实”,或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对历史叙

事进行“再解读”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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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时事小说强调题材的时效性,其所记载事件的年限,应根据不同时代信息传播的效率来界定。 陈大康曾将晚明

时事小说问世与所描述事件结束之间时间差的最大范围定在“十年左右”。 清末报刊、电报、邮政等新媒介涌现,对时事

小说时效性的要求,至少应高于晚明。 因此,
 

与戊戌前后史事相隔十年以上的《大马扁》,自不应再视为时事小说。 参见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31 页。

康有为、梁启超为清季政坛风云人物,各种笔记、小说颇载录其逸事。 通俗小说方面,较知名者如黄

世仲(小配)撰《大马扁》十六回,刊于宣统元年(1909),从革命党人立场出发,叙述康有为及其门徒的

“行骗”史。 《大马扁》的叙事时段,始自康氏剽窃缪寄萍(廖平)的《新学伪经辨〔考〕》,讫于政变后康有

为被日本政府驱逐,多处采取了黄世仲自撰的其他小说和当时革命派报刊上嘲讽康、梁的材料。 此外,
《孽海花》等小说中也有大段影射康梁的文字。 然而,诸书所述康梁行实,止于戊戌政变前后,距离成书

已有多年,更应划入“近史小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时事小说”。①

本篇将考论另一部康梁题材的通俗小说《捉拿康梁二逆演义》。 因其成书于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
对考察当时舆论环境或不无意义。 而作为一部基于反维新立场的时事小说,《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上承

明季以来时事小说传统,不仅采录见于京报或报刊的上谕、摺奏等官书文献,又利用当时各种时事报道

乃至士大夫口耳相传的逸闻,部分记载颇具史料价值。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归在杨深秀、林旭名

下的“狱中诗”,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主流历史叙述所载通行版本颇有出入。 比勘之下,小说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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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接近原初面貌。 历史叙事与小说构思并非截然划界,即便是主观立场浓厚的时事小说,也有可能比

史撰更近“真实”,
 

或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对历史叙事进行“再解读”的入口。

一、版本形态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 著录《捉拿康梁二逆演义》 四卷四十回,题古润野道人著,有光绪己亥

(1899)石印本四册,又翻印大本四册;①此书还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著录的光绪戊申(1908)上海书

局石印本,②以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上海同文书

局石印本。③ 郑振铎《西谛书目》著录有石印本《绣像康梁演义》(四卷四十回)一种;④孙楷第亦著录“坊

间石印本”《康梁演义》(四卷四十回)一种。⑤ 此外尚有“伏魔使者撰、却邪居士评” 《康圣人显圣记》四

十回,有北京文盛堂光绪己亥刊本。⑥ 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第 13 版)将上述《捉拿康梁二逆

演义》三版本及《康梁演义》、《康圣人显圣记》分别著录为五个条目。⑦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及《绣像康梁演义》二种。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四卷四十回,石印巾箱小本,四册。 不题撰人。 白口,单黑尾,无界栏,四

周单框,版心中署卷数、回数、叶数,正文半叶 13 行行 30 字。 有目录。 书前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

(1900 年初)古润埜道人撰序:
自古佥壬邪佞挟阴险诡谲之计,以济其贪婪诬罔之私,辩言乱政,蠹国害民,上与下交受其祸,

至今读史及之,犹令人眦裂发指,废书三叹焉。 而当其时,里党相揄扬,僚友争推荐,君若相亦深信

不疑,鲜有能发其奸者,何也? 采虚声而不察实行故耳。 世有君子而不敢自信为君子之人,断无小

人而自居于小人之人。 且微特不肯自己小人己也,阳与君子附,阴与君子仇,甚至援君子于小人,而
以小人冒君子,植党羽,结奥援,互相标榜,为之游扬言名誉,致令正人志士误入牢笼中而不悟,迨变

乱成章,排击善类,天下骚然不靖,然后知其前之误也,不已晚乎?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

人废言。”即此之谓欤? 是为序。 时在光绪己亥嘉平月古润埜道人撰并书。
题署“古润”,则作序者当为镇江人,大抵以康、梁为阴险小人而能攀附君子,既叹息君子为小人所误,又
痛恨小人依草附木、混淆是非、变乱清议。 所谓为小人所误之君子,当指引荐康、梁的翁同龢、张荫桓、李
端棻等人。

此外,该本正文前有绣像六幅,每幅二人,分别为:(一)至圣先师、如来佛;(二)外国教主、元始天

尊;(三)康有为、梁启超;(四)杨深秀、康广仁;(五)刘光第、杨锐;(六)谭嗣同、林旭。
《绣像康梁演义》四卷四十回,石印巾箱本,但其开本仍比《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略大。 合订一

册。 北大藏本为潘景郑旧藏(内封有“潘景郑所藏说部秘籍”印)。 有内封,署“绣像康梁演义”,下题

“子明氏署”。 不题撰人。 花口,单黑尾,无界栏,四周双框,鱼尾上署“绣像康梁演义”,版心中署卷数、
回数、叶数,正文半页 17 行行 32 字。 有目录,无序跋。 查其目录与内文,知与《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实

为一书,但并非翻印。 《康梁演义》纠正或修改了《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若干错误。 如第十五回述保国

会事,《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云:“当时如宋伯鲁、杨深秀,以及康之门生谭嗣同、杨、林旭,还有不知名姓

的多人,在会馆聚议其会曰保国”,不仅脱落杨锐之名,且杨锐实为张之洞门生,与康氏并无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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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演义》此句作“当时如宋伯鲁、杨深秀,以及康之门生谭嗣同、林旭……”,删去“杨”字,应为后出

的改正。 可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当较《康梁演义》更接近小说文本的原初状态。
《康梁演义》书前亦有绣像,共四幅,每幅三人:(一)至圣先师、元始天尊、如来佛;(二)外国教主、

康有为、梁启超;(三)杨深秀、林旭、康广仁;(四)杨锐、刘光第、谭嗣同。 绣像所绘与《捉拿康梁二逆演

义》完全相同,唯杨锐与谭嗣同二人形象被互换。 《康梁演义》三人一组的绣像也许更符合小说内容。
因为小说末尾讲述儒、释、道三教教主联合捉拿康、梁“二逆”,而康、梁则受外国教主保护,最终掀起中

国三教与西方各教的战争。 作者竟把“英吉利的耶稣、法兰西的天主、美利坚的基督”看作是三位西方

教主,且捏造出所谓“ 噜国”教主首先向子路、韦驮、赵元帅组成的三教联军发难。 三教教主属于一个

阵营,外国教主和康梁属于另一个阵营,颇能表现戊戌、庚子间朝野的反教排外思想。
小说第四十回末云:“你道这一道檄文赍去,那西国等教,不但不能奉行,而且更加袒护,所以后来

儒、释、道三教,成了骑虎之势,于是兴师问罪。 西国各教,亦兴兵抗敌,在英国大败迷云阵,儒、释、道三

教议破‘迷魂阵’(据《捉拿》本,《康梁演义》作“迷云阵”),康有为逃往美利坚,儒释道三教议设十面埋

伏阵,捉拿康有为等事,奇奇怪怪,颇有可观,俱于续集详载。”可知此书尚有续集的计划。

二、多元材源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时事材源,既有京报或报刊转载的摺奏、上谕等官书,也有当时报章的新闻报

道;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很可能是士大夫口耳之间流播的传闻,见于同时代书信、笔记等私家材料。
小说开头套用章回小说常见的神话框架,叙述康、梁本为星宿托生,分别是心月狐与虚日鼠,“妖狐

之性,最善感人;鼠耗之精,怪能钻洞”(第一回,以下引文均据北大图书馆藏光绪己亥序刊本《捉拿康梁

二逆演义》),以表现二人魅惑、钻营的本性。 此类怪谈当然出于虚构,但也并非毫无凭据。 康有为为狐

之说,目前尚不知何出;而目梁启超为耗子精,则是当时士大夫间流行的议论。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

一日,沈曾植在给王彦威的信中提到:
恭读十一月十六日诏书,慈恩浩荡,海内人士,同声感泣。 康逆平生伎俩,专藉名流名字,上欺

显宦,下罔生徒。 如朱蓉生(一新)、文仲躬(悌),皆其徒所称为康逆讲学至交者。 文幸身为台官,
得以上书自白;蓉生身后著述大行,彼党不得以一手掩天下人之目。 自此以外,有辨奸之志之言而

闇汶不彰者,固屈指难数矣。 闻有人物表一册,多载海内名流,贱名亦遭窜入其中,加以诋 之语,
未知确否? 有所闻,幸望示知。 天祸人国,生此妖物。 (原注:芍翁[李文田]常目为耗子精。)当春

间出都之时,曾告诸公此人未可轻视,能令出洋最好,无如人之不信何也? (原注:彼不得君,固不

能肆其猖撅,出洋而少给经费,困之有余矣。)①

沈曾植此信论“康逆平生伎俩,专藉名流名字,上欺显宦,下罔生徒”云云,正与小说书前“古润埜道人”
序中指责康、梁“援君子于小人,而以小人冒君子,植党羽,结奥援,互相标榜”诸语相合。 沈曾植最初名

列保国会,提倡变法甚早,与康有为亦颇有往还,但戊戌前后转而批评康党。 这固然有划清界限以自保

的用意,更重要的还在于不满康氏的冒进政见与虚妄学说。 沈氏不仅泛称康有为一党为“妖物”,更记

下李文田曾确指其人为“耗子精”。 李详《药裹慵谈》有“沈乙庵述李若农善相”一条,述此事更详:
李若农先生文田以善相名,乙庵(沈曾植)其门生也。 一日集沈所,门者以梁启超刺入,沈亟白

李曰:“老夫子曾言:吾乡新出梁生,足为粤人生色。 今其人来,可以一谈。”及梁入,李骤色变,翅须

咏齿,若无所见。 梁窘甚,辞出。 沈云:“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今何蓄怒以待?”李云:“耗子

精,扰乱天下必此人也。”②

此条笔记将“耗子精”指为梁启超,似与沈氏信中所述有所出入。 实则此类士大夫风传奇闻本在疑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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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与王彦威书》,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书信集》,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343 页。

 

李详:《药裹慵谈》,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1 页。 按此条材料已经许全胜引出与前信互证,参见氏著
《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10 页。



间,但小说却将之坐实为人物的出处。
小说作者对康、梁二人的情况似乎相当隔膜。 如第二回以康、梁为同县人,康有为原名“康直”,且以

康、梁二人为朋友而非师徒,叙述康有为在童生覆试时即与梁启超相遇等;又如第十回述戊戌以前康有为

赴外洋游历四载,凡此俱与史实相差甚远。 而虚构康有为的出游经历,恐怕还是为了解释康氏这样的“小
人”何以能够欺骗众多朝中“君子”(第十二回),并把政变责任最终推到洋人和“西学”身上。 (第七回)

尽管如此,在叙述有关康梁变法的内容时,小说作者还是搜集了一定数量的史料,其中大部分是“百日

维新”期间各种奏摺等公文。 作者很可能从当时报刊转载的京报或宫门抄上获得这些材料。 小说第十六

回至第二十五回几乎就是新旧各派诸人奏折的缀连,兹考得所引折奏、上谕、章程的部分材源,排列如下表:

回数 内容 材源

第十七回 宋伯鲁、杨深秀奏参许应骙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山东

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奏为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贻笑邻使

请申乾威立赐降斥以儆效尤而重邦交折》①

第十八回 徐应骙回奏宋、杨参劾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徐应骙《明白回奏斥并请逐工部

主事康有为折》②

第十九回 孙家鼐奏康有为进呈书多离经叛道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

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③

第十九回 孙家鼐奏请改时务报为官报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

官报折》④

第二十回 梁启超请立编译学堂并请准予学生出身 梁启超《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准予学生出身折》⑤

第廿二回 文悌奏劾康有为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⑥

第廿三回 康有为奏请开农学会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

而富国本折》⑦

第廿四回 撤礼部六堂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上谕

第廿五回 康有为上奏改寺观为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康有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

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⑧

小说引用奏摺等官书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这些章奏、上谕为叙述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旧纷争

提供了框架。 作者全引或节录这些文书时,并未完全依照时序排列,而是按情节进展的要求穿插文中,自
然难免简化或扭曲某些材料的原意。 如第十九回述孙家鼐奏改《时务报》为官报,其实改官报之议本就出

自康有为:当初《时务报》馆中代表张之洞势力的汪康年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多有龃龉,康有为等遂草摺交

御史宋伯鲁出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进呈御览。 此举本意在于驱逐汪康年,进而以“官报”之名

掌控全国舆论。⑨ 上谕交孙家鼐议复,孰料孙氏竟顺水推舟,奏请以督办官报为名,调康有为出京。 如

311

陆　 胤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5—6 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80—482 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30—432 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32—434 页。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49 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82—489 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250—255 页。

 

载《杰士上书汇录》(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卷二,此本当时并未公布。 该摺修改本题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
祠为学堂折》,载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知新报》。 小说作者看到的当为《知新报》本,知作者对当时各派报章有广泛
的采取。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 432—434 页。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549—556 页、
第 567—572 页。



此云谲波诡的政治角力,在小说中被叙述为“孙中堂因《时【务】报》恐多关碍,即奏请以《时【务】报》改

为官报,并批章程三条……”,不仅孙家鼐成了《时务报》改官报的发动者,奏摺背后的立言动机也一概

略去,改官报之议只是旧派主动狙击康、梁的一项举措而已。
其次,奏折内容亦可直接转化为小说情节,如小说第十四回述康有为拜访阎迺竹(阎敬铭子)事,第

十五回所述许应骙阻止康有为立保国会,第二十二回述林缵统请托文悌事,以及同回述文悌误入康有为

内室得闻密谋事,都来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文悌《严参康有为摺稿》。 其中文悌误入康有为内室

一节,尤富于情节性,文悌原折云:
……(奴才)遂于(四月)初八日至康有为寓所,其家人因奴才问病,引奴才至其卧室。 案有洋

字股信多件,不暇收拾,康有为形色张皇,忽坐忽立,欲延奴才出坐别室。 奴才随仆,又闻其弟怨其

家人,不应将奴才引至其内室。 奴才乃匆匆起立,惟告以《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

而不相悖”,万不可分门别户,致成党祸,置国事于不问。
而小说第二十二回则将此数句敷衍成半回篇幅的情节:

这日文御史出城,至广东会馆答拜康有为……康有为的家人,将名帖接去,知是文御史到此,以
为自家主人,与文御史向有来往,并不先去通报,随请文御史进入里面,引到内院屋中内书房坐

下……这内书房原是康有为私自办事之地,许多机密,非同党之人,不能进内。 那家人以为文御史

亦系同党中人,遂将文御史引入里间。 文御史坐下,但见案上有洋文信件不少。 御史平日也通知洋

文,便走至案旁,随便看了两件,见上面写着许多暗语,不甚了了。 正欲再取一两件细看。 但见康有

为仓皇匆迫,从外而来,望着文御史,勉强作了揖,那两只眼光,直射在案上,望了两眼,忙与文御史

道:“蒙荷眷顾,有失迎迓,此地狭窄得很,请在外厅坐罢。”说罢便邀出来。 ……文御史一面与康有

为说话,一面留心听那外间,唧唧喳喳,像似有人说话。 再一细听,但闻说道:“这内书房,是个机密

之地,许多紧要事件,何能使外人进来。 你们但见宋(伯鲁)大人他们一起,时常进内,他是我们圈

里人,故不妨碍。 这文大人你老爷虽常去他那里,十次到有六次会不见,就使见着,稍一劝他入会,
他便拒绝不从。 可见与我们不类。 今日将他请在那里去坐,案上许多要件,万一给他瞧出来,泄漏

出去,误了大事,那时如何说法? 况且他又是满人,尔等如何这样粗心,毫不检点?”底下还有许多

话,却越发低了,听不出来。 ……你道那外间说话的是谁呢? 原来是康广仁,在那里抱怨家人,不提

防被文御史听了明白。
此外,这些折奏还为这位对康、梁了解甚少的作者提供了想象康、梁早年生涯的材料。 如许应骙折

中有“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语,小说第三回、第六

回即描述康有为居家时“揽词讼作事荒唐”“恃功名甘心作刀笔”的劣迹。 又康有为有改乡邑淫祠为小

学堂的上奏,小说第三回至第五回便有康有为先后敲诈“宝珠寺和尚”“洞坤宫道士”,最终引起公愤,被
革去生员的情节,以说明康有为与僧、道结仇的渊源。

然而对这部“近代时事小说”而言,最直接的资料来源可能还是报章。 小说在描述康有为早年生涯

以及变法事迹时,不仅多想象虚构,较为符合史实部分也往往采用粗线条的勾勒法。 但在第二十七回以

下叙述政变发生后康有为逃亡的历程时,却相当详尽。 第三十一回述“布罗网逆贼幸逃亡”,直接点出

系取材自“英国报馆新闻”,与《中外日报》 《字林西报》等对康有为外逃的报道相当接近。① 此外,小说

也采取了见于报章的部分捉拿康、梁传闻,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国闻报》有报道:
昨日上午八点钟忽有探马报到,说康有为在新河小船上蒙被而卧,有日本人数人为之保护,请

速派兵往捕。 中堂正在入都启节时,即与袁慰帅密商,饬传天津县并招商局黄花农观察带同捕役兵

丁数十人前赴新河、塘沽等处会拿,并闻提督聂军门亦带兵一队前往。 及至新河,下船查询,知船上

均系日人,某疑为康有为者,乃一年约二十左右之中国人。 于是大众始知探报者误传,而日本驻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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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日报道康有为改乘重庆太古轮南下,并最终在西人帮助下逃脱;而英领事则因
为上海道此前之骚扰禁止华官上船搜查等事,与小说所述甚为接近。 而第三十二回叙述康有为在香港答记者问,亦有
《字林西报》的报道。



塘沽之兵船,闻有中国官兵欲至日本船搜查之说,即传令列队准备,以防不测。 嗣赴沽者陆续回津,
始知此事之真同捕风捉影也。

此事即小说第三十回“以讹传讹捉拿逆贼”所本:
初十日,荣中堂(禄)正奉到电谕入都,一时忙碌异常。 忽有人来报说,本日上午八点钟,康有

为在新河小船上蒙被而卧,时有日本人数人为之保护,请速派兵前去捉拿。 荣中堂闻报,即飞报之

袁慰帅、聂军门、黄观察、吕大令,各带兵丁干役,驰至新河,各乘快船,追赶前去。 直追至塘沽,果然

见上流头有只小船,在前面扯满风帆,直驰前去。 袁慰帅一见那小船,乘作风如飞而去,亦喝令各船

上水手,齐将风帆扯起,迅速赶来。 将至塘沽口外,离那小船不远,各兵齐声喝道:“前面小船听着,
我等奉荣中堂之命,闻说康有为在尔等船上安住,特地前来提他。 尔这船只,可速速停泊,以便我等

搜拿。”那小船上隐约间听不清楚,仍往口外驶去,这边见那船不睬,仍自驾驶如飞,更加信以为实,
因即驾上双桨,加力飞划,追赶前去。 看看逼近,相离约有一箭多路,袁慰帅坐船上有一个当差官,
踊身一纵,登时跳过那船,赶将那船上风帆落下,随后袁慰帅等人,纷纷齐至,逐一搜检。 见船上皆

系日本商人,内中只有年约二十以外之中国人一名,系因抱病,蒙被而卧。 于是众人方知探者误报,
只得仍上本船,驶回而去。

对得报与派兵的描写,小说与《国闻报》大同小异;塘沽口追赶一节,则为添加的成分。 然而,小说对报

纸报道也有所别择。 比如,当时中西各报颇记载康有为进药饵谋害光绪帝的传闻①,从《捉拿康梁二逆

演义》的作者的立场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材料,却未被采纳。 小说作者宁可采用官方的“谋围颐和

园”说。

三、杨深秀、林旭狱中诗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第三十五回,述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等人将被处决,
“杨深秀在刑部监内,自知不免一死,于(八月)十三日晚间,吟诗数首”;第二天将赴刑前,林旭又吟诗两

首。② 小说将二人的五首诗全部转录,与后来各种通行版本不尽相同。 其文字出入之处,如下表所示:

杨深秀三首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本 《清议报》本③

其一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笑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安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其一　 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常虎会敢徒行。
　 圣人安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其二　 长鲸跋浪足凭凌,靖海奇谋愧未能。
　 有意筹边多下策,当思殷武有中兴。
　 臣狐顿作隍中鹿,酷吏终差殿下鹰。
　 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如冰。

其二　 长鲸跋浪足凭陵,靖海奇谋愧未能。
　 安耻□边多下策,当思殷武有中兴。
　 孤臣顿作涅中鹿,酷吏终羞殿下鹰。
　 平日敢言成底事,覆盆秋水已如冰。

其三　 自许清操不受污,孤忠毕竟待天扶。
　 丝纶阁下千言尽,车盖亭边一守无。
　 经授郎中愧盲杜,诗成狱底学髯苏。
　 朝来鹊喜频频送,尚忆墙东早晚乌。

其三　 □□□□□□□,孤忠毕竟待天扶。
　 丝纶阁下千言尽,车盖亭边一字无。
　 经授郎中愧盲杜,诗成狱底学髯苏。
　 朝来鹊喜频频送,尚忆墙东早晚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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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报道:“据北京西友来函云:本月初六日皇上未理朝政,皇太后询问原
由,经内廷大臣奏称皇上圣体欠安,因服康有为所呈进药饵所致。 皇太后闻之大怒,……”

 

按“六君子”就义当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捉拿康梁二逆演义》误为十四日。

 

烈士杨深秀:《狱中作》,《清议报》第三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99 年 1 月 12 日)。



林旭二首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本 《清议报》载梁启超《林旭传》本①

其一　 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
　 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其二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清议报》载梁启超《谭嗣同传》中的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②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小说第三十五回回目为“逆党株连市曹伏法”,在杨、林等人赴刑时,着力描写其懊悔被康有为牵连的苦

状。 故小说作者征引二人狱中诗的立场,与梁启超表彰“六君子”的用意截然不同。
杨深秀狱中作诗,可证以当时刑部司员唐烜所作《留庵日钞》:“八月廿四日……在署见有狱卒由狱

内抄出杨侍御深秀诗三首,均七律。 杨素工诗,其稿已刊。 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狱后得诗一

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后即奉即行正法之旨。 临刑已日夕矣,盖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划壁成诗

也。 观诗中词意,皆以直言敢谏、御侮破敌为言,非本事诗也。”③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版的《清

议报》第三册载有此三首诗,并在三首诗下分注“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与《留庵日钞》所记相同。
但《清议报》本缺第三首首句,小说所载则为足本。 所缺“自许清操不受污”一句,正可用来表现杨深秀

入狱时不愿被康党牵连的意愿,符合小说立意,却显非梁启超等所能容认。 第二首小说本“有意筹边”
“臣狐”等语,《清议报》本作“安耻□(汉)边”“孤臣”,很可能是为了跟对句“当思殷武” “酷吏”对仗而

作的改动,但也使诗意有所变化:“臣狐” (《左传·宣公二年》董狐记赵盾弑君事)指史官直笔,称史笔

化为“隍中鹿”(《列子》蕉下覆鹿事),似有不传心事的遗憾;《清议报》本作“孤臣”,则仍为康党中人自

高身份之语。 下句“殿下鹰”用《史记》《汉书》酷吏传郅都号为“苍鹰”的典故,小说本“差”字略有期待

之意,《清议报》本“羞”字则显为谴责。
小说归为林旭所作的“吟诗二首”版本差别较大。 第一首放在林旭名下大概较少异议。④ 其本事是

政变之际,谭嗣同等主张鼓动袁世凯,林旭则主用董福祥,卒从谭议而致败。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林

旭传》称:“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推〔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
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⑤照梁说,则此诗当作于政变以前,非如小说所云

作于赴刑前。⑥ 林旭此诗又见《晚翠轩集》,题为《狱中示复生》,除首句“无补”作“何补”、第三句“欲

为”作“愿为”外,与《捉拿康梁二逆演义》所载全部相同。⑦ 《林旭传》本经梁启超改窜,“难酬国士恩”变
为“何曾报主恩”,大概是为了强调保皇思想,以适应己亥、庚子之际的政治形势。

小说所称林旭诗第二首,即为通行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另一版本。 但小说本与通行谭诗非但设

定作者有别,字句也还有所出入。 首句小说本作“怜张俭”,通行谭诗本作“思张俭”,一“怜”一“思”,二
者态度之不同立见。 史载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结果却导致“其

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惨剧。 以之指代当时亡命在外的康、梁诸人,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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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任公:《戊戌政变记·林旭传》,《清议报》第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1899 年 3 月 12 日)。
任公:《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清议报》第四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899 年 1 月 22 日)。

 

此日钞由孔祥吉发现,转引自氏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及其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
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 1998 年版,第 205—206 页。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七:“戊戌六士之难,暾谷(林旭)在狱中,有一绝句:……当时疾暾谷者谓暾谷实与谋,袒
暾谷者谓此诗他人所为,嫁名于暾谷。 余谓此无庸为暾谷讳也。”可知最初亦有不同意见,但与林旭为同乡且颇有交往的
陈衍则论定此首必出自林旭。 参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 1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2 页。

 

任公:《戊戌政变记·林旭传》,《清议报》第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陈衍亦认为此首作于政变后,用的是“倒戟而出之法”:“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
前,吾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参见《民国诗话丛编》第 1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2 页。

 

林旭:《晚翠轩集》,民国二十五年序墨巢丛刻铅印本,第 42a 页。



祸连无辜,表达林旭懊恨之意,正与小说宗旨相合。① 第二句小说本作“直谏陈书愧杜根”,不仅切合林

旭谏官身份,更影射了当时帝后对峙的形势:杜根直谏汉安帝亲政而几为邓太后所杀,最终遇赦隐居;小
说本安在林旭名下的诗句,显然是欲以杜根自比,正可说明林旭对于免死尚有所希冀。 通行谭诗此句作

“忍死须臾待杜根”②,“杜根”指他人,一般认为此句表现了谭嗣同对“行者”的期待。③ 小说本与通行本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间最大不同还在于末句:一作“留将公罪后人论”,一作“去留肝胆两昆仑”。 学

者早已注意到“公罪”一词可能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以谋反为“公罪” (即后来所说的“国事罪”)的论述

有关,进而推论此句暗指谋围颐和园。④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初版时间,在梁启超等刊布杨深秀、林旭、谭嗣同等人诗之后。 或者小说本

据《清议报》改动、补充,或者小说本另有所本,二者都有可能。 因此更重要的在于,小说征引此五首诗

的来源为何? 其原本时间和可靠性又如何? 检《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得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条

下有云:
昨《国闻报》有杨深秀三律,中阙数句,记下一律云:“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 自晓

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圣人安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絏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

长缨。⑤

《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所载有阙文数句,与小说本及《清议报》本都不尽相同。 英敛之日记

所录第一首中,颔联出句“自晓龙逢”与《清议报》本同而异于小说本,对句“何尝虎会”与小说本同而异

于《清议报》本。 又查英敛之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条下:
灯下阅《国闻报》,有林旭狱中诗二绝云:“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

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殴〔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罢〔罪〕
后人论。”⑥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国闻报》载有林旭《狱中诗》二首,将后来流传为谭嗣同所作的《狱中题壁》
归入林旭名下,其文字亦与小说本几乎完全相同(唯第八句“功罪”小说本作“公罪”),却跟梁启超《谭

嗣同传》所载之通行本大异。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作于光绪二十五年末之前,所录林旭、杨深秀狱中

诗,有可能取材自当年三月间《国闻报》的载录。 而前引小说第三十回“以讹传讹捉拿逆贼”取自《国闻

报》报道,亦可证明小说作者对《国闻报》的利用。 唯杨深秀诗阙文在小说中被补足,是另有所本,还是

小说作者的虚构,则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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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若指为谭嗣同所作,则此“张俭”可理解为自指。 如李肖聃《星庐笔记》:“时康有为已出亡,复生不知其能脱险
与否,故以张俭相况。”参见《李肖聃集》,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509 页。

 

关于归于谭嗣同名下的此诗,史学界颇多讨论。 黄彰健《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指出此诗
表现的应为八月初六日政变后,初七、初八日谭嗣同被捕以前的心情。 同时,黄彰健早就发现《绣像康梁演义》载有此诗
(但将此书误为光绪三十四年初版),认为小说本当为谭嗣同入狱后修改的版本,为真正的谭嗣同狱中诗,“狱中改本”
(即小说本)最终被梁启超隐晦而未能刊布。 但黄氏亦未能注意到此前《国闻报》已披露此诗的“狱中改本”,并将其系在
林旭名下(详下文)。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808—538 页。
孔祥吉《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及其传抄本的发现及其意义》转引当时刑部司员唐烜《留庵日钞》,据说载有此诗的“最早版
本”:“(八月)廿五日……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杜〕根。 吾自横刀
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孔氏认为此材料正可证明梁启超《谭嗣同传》对谭嗣同诗的第四句确未改易。 参见孔祥吉:
《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 1998 年版,第 200 页。

 

前引《星庐笔记》:“其称杜根,以拟大刀王五耳。”左舜生《万竹楼随笔·我眼中的梁启超》附录四《释谭嗣同狱
中题壁诗》:“谭盖以邓后拟贪位恋权之慈禧,安帝拟光绪,而己则不望为倖免之杜根也。”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第 2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741—14742 页。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538 页。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612 页。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6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