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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輝之死真相 

 

 

 

 

六十歲生日將至﹐葉德輝寫了一篇自敘﹐文章的開頭是這樣



的﹕“數十年轟轟烈烈﹐天子不得臣﹑國人皆欲殺﹑海內誦其著

述﹑遐荒識其姓名之葉德輝﹐至是而年始六十。”這個長句很有

意思﹐一邊是悼懷傷往﹐牢愁鬱怒﹐一邊又孤傲自矜﹐老健自喜﹔

既是性情的寫真﹐也是生涯的總結。更有趣的是﹐若將“天子不

得臣”以下四句作為提綱﹐稍加說明﹐恰可為葉氏寫一篇小傳。 

德輝（1864~1927）﹐字煥彬﹐號直山﹐又號郋園。他的祖籍

是蘇州吳縣﹐因幼年隨父至湖南﹐遂註籍為長沙人。清光緒十八

年（1892）﹐他考中二甲第九十五名進士﹐旋授吏部主事﹔同榜

進士中有不少近代名人﹐如蔡元培﹑張元濟﹑趙熙﹑趙啟霖﹑蔣

廷黻等。在吏部供職不過兩年﹐他便告假歸里﹐自此不再出仕。

自敘所謂“天子不得臣”﹐說的就是這段故事。 

然不作官好辦﹐事親養家﹐日常經濟問題如何解決呢﹖德輝

早有盤算。其父本是商人﹐在當時長沙的黃金地段 — 坡子街﹐

擁有一間旺鋪﹐叫做“葉公和”醬園﹐一向生意興隆。及至德輝

衣錦回鄉﹐且不說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做官商勾結﹑牟取暴利的事﹐

至少﹐能避開一般商人經常遇到的無妄之災﹐以保證家族生意的

“可持續性發展”。當然﹐德輝之棄官從商﹐即在西風漸染的清

末﹐也是一樁“另類”的事情。傳統中國士大夫或不諱言利﹐其

上者講經世濟民之學﹐為國謀利﹔其下者﹐則不免營私舞弊﹐追

逐一己之利。但是﹐不論上等下等﹐一般而言﹐都恥言商業﹐更

不必說親自參與商業經營。這自然是受了重農賤商傳統影響的結

果 — 傳統中國有“四民”之說﹐排位次序為士農工商﹐商為最

下等。德輝則不信這一套。據其弟子的記敘﹐他非但不恥言商業﹐

甚至“恥言高尚﹐以為高尚乃無用之別名”。在那個時代﹐什麼

是“高尚”呢﹖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才是“高尚”﹔書

讀得好﹐能中進士入翰林﹐居恒一卷在手﹐暇則弄月吟風﹐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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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務﹐口不言錢﹐這才是“高尚”。德輝竟以此為恥﹐可見他的

特立獨行﹐可見他的思想開放。但是﹐德輝並不以商業盈利為人

生目標。對他來說﹐擁有豐厚收入的最大好處﹐在於能夠成為他

專心治學﹑不為他累的保障。以學術為志業﹐聊適我心﹔不以學

術為職業﹐借敷我口。德輝於此﹐庶幾近之。 

那麼﹐德輝的學術水平又如何呢﹖傳統學問以經﹑史﹑子﹑

集四部分類﹐評價學人﹐大皆看他的經學造詣如何。然而清代學

風不同於前代﹐學者喜治小學（音韻﹑訓詁﹑文字之學）﹐於是﹐

評價某人的學術﹐多看他在小學上的成就。德輝在小學方面的著

作﹐有《說文讀若字考》﹑《六書古微》等書。近代學者楊樹達

是德輝的弟子﹐評價乃師著述﹐僅許以“編摩之久﹐用力之勤”

八個字﹐讚揚他的勤奮﹐卻避而不談他的成就﹔另一位學者張舜

徽（是德輝的同鄉後進）﹐不必為尊者諱﹐遂直言德輝“於群經﹑

小學所造均淺﹐雖有述造﹐未足名家”。楊﹑張是近代以來屈指

可數的小學大師﹐評價如此﹐德輝的正統學問水平可想而知﹐不

算高明。然而﹐話又說回來﹐畢竟清代經學﹑小學的成就太大﹐

任何人要出類拔萃﹐絕非易易。德輝不能在這個領域出人頭地﹐

實在不必遺憾。何況﹐他自有一門學問﹐驚世駭俗﹐堪稱一代之

冠。這就是他的版本目錄之學。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精神文明建設的逐漸完善﹐

國力大張﹐汲汲於崛起﹐國學風行﹐念念乎復興﹐遂有一樁事體

隨之發達﹐這就是藏書。今日﹐神州各省各市各縣乃至一些居民

小區都舉辦評選藏書家的活動﹐可見藏書之風的興起。然藏書而

能名家﹐亦有流別。有的人將藏書等同於集郵﹑集火花﹑集小人

書﹑集九九金條﹐束書不觀﹐株守以待昇值﹔有的人附庸風雅﹐

書名記得一堆﹐大字不識幾個﹐相君之背﹐不過書店店員﹐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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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面﹐確系發行科科員﹔有的人誇誇其談﹐頗有章學誠所謂“橫

通”的風味﹐實則道聽途說﹐魯莽滅裂﹐書之於彼﹐不過是拙劣

的妝飾。此外﹐則有二三志士﹐好學深思﹐博觀約取﹐勤於比勘﹐

精於鑒別。他們的興趣﹐始於冊籍而終於學問﹔他們的收藏﹐量

於財力而樂於分享。他們或非學術的原創者﹐但必是學術的識途

老馬﹐凡有志於學的人皆不能忽視他們的研究。葉德輝﹐就是這

種藏書家的前輩。他的《書林清話》﹑《書林餘話》﹑《觀古堂

書目》及《郋園讀書志》﹐在當時是版本目錄之學的名著﹐在今

日則已成為學林的經典。除了總結經驗供後人借鑒﹐他還樂於刻

書﹐善於刻書﹐這在書籍流通遠不如今日方便的傳統中國﹐更是

一樁大功德。以此﹐他自贊“海內誦其著述”﹐不是虛言。 

至於“遐荒識其姓名”﹐說的是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清

末﹐日本人來華訪學之風甚盛﹐到了湖南﹐非見不可的人有三位 — 
王闓運﹑王先謙及葉德輝。三人中﹐德輝年最少﹐風頭最勁﹐試

看他與諸橋轍次的筆談﹐可見一斑。諸橋氏恭維他﹐說﹕“湖南

是清末學者之淵叢﹐若曾文正公﹑王闓運﹑王先謙諸先生﹐概觀

之於歷代儒林傳中﹐不易多得。而今皆凋謝（按時為 1920 年﹐曾

與二王皆已死）。此間獨有先生之學深識高﹐固是湖南學界之幸﹐

抑亦中國學界之幸也。”對此﹐德輝欣然領受﹐且作補充說明﹐

云﹕“敝人承貴國學士﹑商家相知二十餘年﹐平時與貴國人交情

亦更親切﹐故貴國現時無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

儼然把自己當作價重雞林﹑名播東海的白居易。然白居易猶有不

及德輝之處﹐那就是德輝不僅有在外的名聲﹐還有異國的徒弟。 

他比較欣賞的日本弟子有兩個。一是得了他“曲學”真傳的

鹽谷溫﹐其人在中國著名﹐最通俗的事蹟就是陳西瀅指控魯迅的

《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的剽竊”了鹽谷的《支那文學概論講

 4



話》﹔當然﹐據學者考證﹐這並非事實。另一位﹐是得了他“小

學”真傳的松崎鶴雄﹐其人在日軍侵華時參與保護江南“嘉業

堂”藏書﹐有功於華夏。此外﹐他主辦《遼東詩壇》﹐刊載德輝

之死的真相﹐澄清流俗謠傳﹐亦可謂有功於師門。其他與德輝交

往頻繁的學者﹐則有永井久一郎﹑白岩龍平﹑竹添光鴻﹑鹽谷時

敏（鹽谷溫之父）﹑島田瀚﹑後藤朝太郎等人。 

德輝既有這麼多的日籍友人﹐可想而知﹐他對日本這個國家

極有好感。然而﹐終身沒去過日本的他﹐對這個國家的想像﹑理

解乃至同情﹐又是如何發生的呢﹖也許﹐從德輝寫於民國三年

（1914）的一句詩﹐能探得一些消息。詩贈日本人山田飲江﹐云﹕

“南苑風光皆逆旅﹐東京物望若神仙。”“南苑”﹐指民國首都

北京﹐在德輝的筆下﹐首都竟是“逆旅”（旅舍）﹐那麼﹐套句

俗詞兒﹐他的“精神家園”又在何處﹖對句即是答案 — 日本。

他何以對日本推崇若是呢﹖妄作解人﹐嘗試替他作答。首先﹐日

本於甲午（1894）一役戰勝清國﹐國人對這個“蕞爾小邦”不得

不刮目相看﹐德輝不能例外。十年後﹐日本又戰勝俄國﹐這是世

界近代史上黃種人首次打敗白種人﹐對所有中國人來說﹐又是一

個大震撼﹐德輝亦不能例外。其次﹐日本維新﹐成效卓著﹐但仍

保留帝制﹐這對自覺“喪國”（取消帝制）﹑“亡天下”（民國

代清）的德輝來說﹐更是一個震撼。原來﹐辛亥革命並不具有天

然合法性﹐帝制與現代化並非格格不入。第三﹐他在國內接觸的

日本人及日租界景物﹐無不令他觸景生情﹐恍然親接縈懷繞夢的

古典中國。日本來華的學者﹐其真實目的或有非德輝所能知者（如

間諜）﹐但是﹐他們愛慕華夏文物﹐言動舉止追求“唐風漢韻”﹐

則系實情。德輝嘗下榻於漢口日租界的松乃旅舍﹐看到日本人“皆

席地而坐。臥則以屏掩之﹐屏皆六曲”﹐“皆唐制也”﹔日本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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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高髻如雲﹐腰纏錦帶﹐儼然是晉﹑唐畫像中的人物。由此﹐德

輝不禁嘖嘖稱奇﹐以為彼邦士人盡皆“東方古君子”也。最後﹐

清末民初之際﹐學風大變﹐人皆趨新﹐猶自“抱殘守缺”的德輝

在國人中找不到幾個“商量舊學”的同志﹐反而在異邦人士身上

見到求知若渴的精神﹐更令他對日本及日本人生發好感。此外﹐

德輝對日本的觀感﹐還可用近代交通史﹑學術史的研究成果作背

書。1898~1910 這十年﹐被學者稱為近代中日交往的“黃金十

年”。革命黨幾乎以日本為反清大本營﹔保皇黨也寄蹤東瀛﹐受

到庇護﹔國內新舊各派﹐皆能從鄰邦的改革實踐中獲取營養。因

此﹐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讀書人﹐對當時“扮演了持久的建設

性而非侵略的角色”的日本﹐多少都抱有好感。德輝不能超越時

代﹐對日本人青眼有加﹐又何怪乎﹖ 

 

 

但是﹐正因處身弔詭多變的時代﹐兼具天生孤往的性情﹐天

子呼來不上船﹑剩有文章驚海外（德輝謂日本“無不知有鄙人

者”﹐故略改杜詩成句）的葉德輝﹐才會屢屢面對“國人皆欲殺”

的人生險境﹐以至最終喪命於“國人”之手。 

德輝曾寫詩自況﹐云﹕“九死關頭來去慣﹐一生箕口是非

多。”所謂“箕口”﹐用他弟子的話說﹐就是“欲言則言﹐欲行

則行﹐不知趨時﹐亦不知避謗”﹔用張之洞的評語﹐則是“葉某

不莊”— 德輝對這條評語很滿意﹐喜曰﹕“此一字榮褒真可謂之

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時每與講學論事﹐雜以詼諧﹐其

為不莊甚矣﹐豈非吾一生定評哉。”曾經親接德輝風采的同鄉後

輩胡耐安﹐寫過一段生動的文字﹐有助於吾人瞭解德輝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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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其辭曰﹕“（德輝）身幹修偉﹐滿臉麻斑。語言詼諧﹐有

些話用長沙方言說來﹐更足令人遐思而神往。難得的是他興之所

至﹐便儘量的絕不保留的無忌諱的快意的說﹐不拘忌於說話的場

合﹐聽話的是何許人﹐調門兒又高﹐繪影繪聲﹐洵稱大膽。”正

是因為“興之所至﹐便絕不保留的無忌諱的快意的說”﹐德輝才

惹出不少“是非”﹐才往鬼門關上“來去”徘徊。 

戊戌變法時期﹐湖南是全國推行制度改革最迅猛的省份﹐也

是新﹑舊兩派以政見相爭最為激烈的省份。葉德輝作為舊派領袖﹐

其名載諸歷史教科書﹐即在此時。然通常所說的新舊之爭﹐總認

為舊派在地方上則官紳勾結﹐與朝廷則互通情報﹐上下並舉﹐合

力“絞殺”新興勢力。其實﹐若以湖南為例﹐平情而論﹐則知舊

派如德輝之徒﹐當時實在是進退維谷﹐苦苦支持。 

首先﹐舊派絕不敢公然反對改革。因為變法之詔由皇帝頒佈﹐

地方官紳俱有奉遵執行的責任與義務。紫禁城裡或有表裡不一的

政治暗戰﹐但是﹐千里之外的紳士﹐何能瞭然於心﹖如此﹐舊派

若公然反對﹐就是欺君犯上﹐其罪甚大﹐微臣萬萬不敢也。其次﹐

舊派的力量不足以阻撓改革。須知當時主持變法的是湖南巡撫﹐

襄助變法的是名滿天下的精英分子（梁啟超﹑黃遵憲等）﹐他們

有行政權力﹐有輿論陣地（報紙與學堂﹑學會）。舊派有什麼呢﹖

幾支筆﹐幾張嘴而已。他們聯名上書﹐巡撫置之不理﹔他們編寫

《翼教叢編》﹐銷路與影響都不足抗衡康﹑梁師徒的著述﹔亂說

亂動太招人厭﹐舊派還不免遭受政治上的傾軋﹐甚或有性命之

虞 — 梁啟超即嘗試請皇帝降旨﹐殺了王先謙與葉德輝﹔事雖不

行﹐但可想見﹐其時做一個舊派並非多麼愉快的事。而更加深入

研究當時情勢﹐還可發現﹐舊派並不反對“真正的”西學﹐並不

全盤抵制改革﹐他們真正反對的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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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及新政其名﹑漁利其實的資源分配方式。 

經歷兩次鴉片戰爭﹑一次中日戰爭的慘敗﹐若說傳統士大夫

還不懂得“船堅炮利”的好處﹐那是侮辱他們的智商。由此﹐若

說當時確有一批士大夫﹐雖然自居保守﹐但亟欲探求西方列強臻

於富強之奧妙﹔絕非信口亂道。甚至﹐素常認他為頑固以極反動

以極的人﹐在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較上﹐見識或還高於新派。譬

如﹐葉德輝對“保（孔子）教”問題﹐發言即較康有為中肯。康

氏主張變法而不忘“保教”﹐眾所周知﹐德輝則說﹕“孔不必悲﹐

教不必保。忠信篤敬﹐可以達於殊方﹔魑魅罔兩﹐可以消於白晝。

漢制雖改而不改﹐民權不伸而得伸﹐由亂世而昇平而太平。”不

怕說改制﹐不諱言民權﹐對傳統充滿自信﹐姑不論其說之確否﹐

至少看得見他的開通。至於具體的中外交接﹑工商合作﹐德輝所

持立場簡直比新派還新。譬如﹐以新派自居也被公認為新派的熊

希齡﹐曾連續數年不斷舉報德輝串合外國人﹐偷賣中國礦產﹐意

欲置之死地﹐其實﹐德輝不過應邀為一宗中奧合作開礦的合同作

公證而已。此外﹐對於比要求變法的新派更為激進的革命黨﹐德

輝的態度更是迥異於尋常所說的保守黨﹑頑固派。光緒二十六年

（1900）7 月﹐唐才常發動武昌起義失敗﹐隨後﹐湖廣總督張之洞

電促湖南巡撫俞廉三在本省搜捕黨徒﹐德輝即向俞氏進言﹐說﹐

“此輩書生無非受人誘惑”﹐“何忍出於窮搜”﹖並出據保釋了

不少黨人。有了此舉﹐簡直可稱德輝為“革命的同路人”。 

如上所述﹐清廷未亡之時﹐德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意

見﹐或與政府不盡一致﹐集中體現於戊戌前後的言行。但在他自

己看來﹐這是謀國的孤忠﹐問心無愧﹔而自政府各級代表看來﹐

他並未逾越效忠帝制﹑遵信儒家的範圍﹐是“人民內部矛盾”﹐

不必動用暴力解決他的問題。及至民國肇造﹐德輝的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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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讜論就有點危險了。 

民國元年（1912）10 月﹐開國元勳黃興回到故鄉﹐湖南都督

譚延闓為了向他表示敬意﹐乃將長沙坡子街口的德潤門更名為黃

興門﹐將坡子街更名為黃興街。聽到這個消息﹐德輝很生氣。他

在感情上對前朝或曰對君主制極為留戀。他無力阻止中華民國的

成立﹐但是﹐“吾輩雖居草莽﹐豈無故國之思”﹖紀年不用民國

年號﹐穿戴不用“胡服”（中山裝﹑西裝之類）﹐交往不用新式

禮節﹔這是他寄託“故國之思”的惟一辦法。在這個相對封閉的

“符號體系”內﹐他可以維持舊日的生活方式﹐以“遺民”自居﹐

聊盡餘生。他人可以尊稱黃興為開國偉人﹐德輝不妨認他為“亂

臣賊子”﹐只要不以思想﹑言論定罪﹐雙方盡可相安無事。如今﹐

卻要將故國舊稱“以一時一人之名義﹐輕相改署”﹐無疑傷害了

他的感情。更叫德輝著惱的是﹐他家的住宅﹑店鋪就在坡子街上﹐

一旦改名為黃興街﹐那麼﹐他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被“黃興”及

其代表的中華民國所侵擾﹐原本勉強達成的遺民與新國家之間互

不干涉的微妙平衡就此被打破。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德輝

很生氣。 

但沒等他發洩怒火﹐極有風度的黃興在湖南政府做出更名決

定後不過一個月﹐便致函譚延闓﹐婉言謝絕將德潤門﹑坡子街改

稱黃興名號。譚氏對此表示理解﹐隨後﹐兩處地名恢復了原稱。

按說此事告結﹐不應再起波瀾﹐誰料德輝意猶未已﹐於次年寫了

一篇〈光復坡子街地名記〉﹐沿街散發﹐對黃興進行激烈的人身

攻擊。他在文中時而將黃興貶為“婦人女子”﹐時而將黃興擬為

“雞公鴨婆”﹐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惜文長不能具引﹐只能抄

下文章結尾的一句﹐略明其意。他先做鋪墊﹐說蘇州城有個胥門﹐

乃因吳人為了紀念伍子胥的冤死才如此命名﹐其事“不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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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如今﹐“黃興年方強仕﹐富貴薰蒸﹐善頌善禱者固當急去

之（謂黃興門之號）以助其長年﹐而乃不諳典故如此﹐餘何問焉”﹗

這句話不啻詛咒﹐十分惡毒。然而﹐德輝並未因這份“口業”付

出代價。這不是他的僥倖﹐這是黃興的寬厚有以致之﹔或者說﹐

這是革命成功後的一段時間內﹐言論自由的權利受到保障﹐有以

致之。 

不過﹐沒多久﹐德輝再次攻擊政府長官﹐差點殺身成仁﹐這

回的苦主是湖南都督湯薌銘。湯氏繼譚延闓為都督﹐上任之後﹐

一則大肆誅殺國民黨員﹐前任財政司長﹑警察局長﹑會計檢查院

長等人﹐只因掛了黨籍﹐被他一律槍決﹔一則紊亂財政﹐隨意更

變幣制﹐導致商家紛紛倒閉。德輝見義勇為﹐為民伸冤﹐致函楊

度﹐託其將湯氏劣蹟轉告總統袁世凱。不巧的是﹐《亞細亞報》

主編看到這封信﹐欣賞“其文之峭厲”﹐自作主張﹐為之刊佈。

湯氏大怒﹐乃於民國三年春間抓捕德輝﹐欲行殺害。德輝的朋友

易培基聞信﹐立即告知黎元洪﹐請他出面營救﹔隨後﹐徐世昌﹑

徐樹錚﹑葉恭綽﹑李燮和等達官名流紛紛致電湖南﹐嚴誡湯薌銘﹐

不要輕舉妄動﹔甚至﹐前此欲對德輝下殺手的熊希齡與梁啟超﹐

也來聲援他。最終﹐託各路貴人之福﹐德輝逃過一劫。 

 

 

“九死關頭來去慣”的大言﹐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產生的。然

而﹐辛亥革命並未從本質上改換傳統中國的門庭﹐五四運動和北

伐戰爭才是翻天覆地的真革命。這是一個真正的大時代﹐也是一

個徹底的新時代﹐同時﹐也是一個試圖通過摧毀一切達到創造一

切的目的的狂熱時代。當北伐戰爭的槍聲打響﹐當北洋軍閥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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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消亡﹐當國共合作﹑團結工農的局面逐漸形成﹐時局的發展

終於超出了德輝能夠理解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師友能夠控制的

程度。 

北伐軍進入湖南以前﹐國共合作下的農民運動已經迅速發

動。毫無疑問﹐作為改造社會的重要力量﹐湖南農民協會在襄助

革命﹑推行民主﹑改善民生等方面﹐貢獻甚大。共產黨方面的歷

史著作對之推揚備至不足為奇﹐國民黨方面的史學家也要說﹕

“北伐的勝利實賴革命的武力與民眾運動的結合。武力握於國民

黨之手﹐民眾運動大都由中共領導。”蔣介石作為北伐軍總司令﹐

於民國十五年（1926）8 月 11 日到達長沙﹐看到“一路民眾歡迎﹐

農民協會組織最為整齊”﹐不由慨歎﹕“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

推第一。”北伐軍控制湖南後﹐農民運動的發展就更令人驚歎了。

但是﹐在追求平等﹑實現均權的過程中﹐農民協會輕於使用暴力

的霹靂手段﹐不免令人遺憾。葉德輝之死﹐就是產生這份遺憾的

一個因素。 

民國十六年（1927）4 月 11 日﹐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

庭根據《湖南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組織條例》第九條及《湖南

省審判土豪劣紳暫行條例》第一條暨第二條﹐判處葉德輝死刑﹐

並沒收其財產。吾人今天都聽說過“程序正義”﹐也知道判罪要

有“法律依據”﹐那麼﹐特別法庭處死德輝﹐合不合乎“程序正

義”﹐有沒有“法律依據”呢﹖在北伐軍控制的湖南境內﹐這個

答案是肯定的。 

當年 1 月 4 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授權成立特別法庭﹐隨後﹐

各縣紛紛成立特別法庭。15 日﹐制定《組織條例》﹐第九條云﹕

“各（特別法庭）委員會之審判﹐第一審須委員會二人﹑第二審

須委員四人之同意﹐始得判決之”。署名同意判決葉德輝死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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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為吳鴻騫﹑馮天柱﹑謝覺齋（即謝覺哉）﹑戴述人和易禮

容﹐符合規定。其中﹐吳鴻騫時任湖南省高等檢察廳廳長﹔馮天

柱時任湖南省高級軍法官﹔戴述人﹑謝覺齋都是當時的國民黨湖

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易禮容則是湖南農協負責人。分析委員之組

成﹐可知五個委員中﹐兩位是省政府人員﹐兩位是省黨部人員﹐

一位是省農協人員。這正符合《組織條例》第六條對省特別法庭

委員會人員組成的規定。同時﹐《組織條例》第二﹑三條規定﹐

須先經縣特別法庭一審﹐再經省特別法庭二審﹐方可定罪﹔德輝

於 4 月 8 日經長沙縣特別法庭審理﹐11 日轉交省庭二審﹐亦符合

規定。可見﹐“程序正義”做到了。 

再說“法律依據”。《暫行條例》於是年 1 月 28 日經省黨部

執委會三讀通過﹐第一條第一至四款﹐謂﹕反抗革命或阻撓革命

者﹔反抗本黨或阻撓本黨所領導之民眾運動者﹔勾結逆軍盜匪蹂

躪地方者﹔殺害人民及縱火﹑決水﹑強姦﹑擄掠者﹐俱“依本條

例懲處之”。第二條謂﹕犯本《條例》第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之

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而據特別法庭偵訊

德輝的“犯罪證據﹐計分五點”﹐分別是﹕一﹐戊戌政變﹐慘殺

革命人物﹐為內幕主張之人﹔二﹐充籌安會會長（按﹐謂湖南分

會）﹐促成袁氏稱帝﹔三﹐主張趙恒惕受北京政府任命﹔四﹐發

表封建式之文字﹐為反動之宣傳﹔五﹐為省城著名反動領袖及著

名土豪劣紳。五點罪證﹐是否一一核實﹐不能無疑。說德輝在戊

戌政變時殺害革命人物﹐似無確證﹐判詞封他一個“內幕主張”﹐

或是彌縫之辭。第二﹑三﹑四點﹐皆有實事﹐德輝不必否認 — 他
的朋友多系北洋中人﹔軍閥趙恒惕在湖南對他敬禮有加﹐他對趙

氏也有知己之感﹔他一貫支持帝制反對共和﹐言為心聲﹐寫幾篇

“反文”不足為怪。惟最末一條直接將他定性為“著名反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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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著名土豪劣紳”﹐決無確據。因為﹐從特別法庭成立那天起﹐

乃至從省政府軍事廳張貼《剷除土豪劣紳佈告》那一日（1926 年

12 月 17 日）起﹐對於“反動領袖”﹑“土豪劣紳”的概念就從來

沒有定義過﹐更不必說區分“著名”與“非著名”的等級。德輝

遭此惡諡﹐實在不能令他心服。當然﹐既有第二﹑三﹑四條的證

據﹐判他死刑﹐總算是有“法律依據”﹐不是亂來。 

程序對了﹐依據有了﹐於是﹐4 月 11 日下午 4 點﹐德輝被押

往長沙縣瀏陽門外識字嶺﹐明正典刑。據其子葉尚農報告﹐德輝

“身受兩槍。一中頭部﹐一中心部”。 

 

 

那麼﹐前謂“德輝之死﹐就是產生這份遺憾的一個因素”﹐

竟說錯了﹖不然﹐因為鄙人預先打了埋伏﹐說﹐所謂“程序正義”﹐

所謂“法律依據”﹐僅限“在北伐軍控制的湖南境內”。吾人只

要稍知何謂大革命﹐何謂革命的暴力﹐就能知道﹐這是特別法庭

在特別時期對特別人物實行的特別處罰。特別﹐就是不一般﹐就

是不合常理。在特別二字的限定下﹐談什麼法律﹐談什麼正義﹐

那都是癡人說夢。其實﹐身為審判委員同時又是湖南農民運動指

揮者的易禮容﹐早在此前就揭破了謎底﹐1927 年 3 月 25 日﹐《湖

南民報》刊登了他的講稿〈農民問題〉﹐有段話是這麼說的﹕“一

般土豪劣紳﹐他的地位﹐簡直是從農協成立之日（按為 1926 年 12
月 28 日）起﹐就宣佈了死刑﹗‘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首對

聯何等精當﹗現在農民已處罰的土豪劣紳﹐哪個是冤枉的﹖總之﹐

革命是不能客氣的﹐不能用請飯接客的手腕﹐那是與虎謀皮。所

以﹐這時期是農民革命的時期﹐恐怖是意中事呵﹗”看到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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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不得不聯想同年同月毛澤東撰寫的名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中的警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

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

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如此引證﹐是否揭示了德輝之死的真相﹖是否比流俗相傳德

輝是因為寫對聯諷刺農會（朱健《葉德輝之死》）﹐或因強姦了

未來的革命女幹部（周作人《葉德輝案》）而被處死的謠言更接

近歷史的真相﹖是否在暗示德輝不死於法﹐而死於黨﹐死於黨領

導的革命的恐怖﹖是否在為德輝鳴冤﹐要控訴謀殺他的人﹐要控

訴“暴民”﹐要為以地主為代表的“精英”平反﹖竊謂非也非也﹐

大謬不然。因為﹐若真如此﹐那這個世界的是非黑白也太容易分

辨了﹔若真如此﹐吾人仍未突破胡適在民國二十年（1931）寫的

那首打油詩所反映出來的比較低級的人生境界﹐他的詩是這樣寫

的﹕“郋園老人不怕死﹐槍口指胸算什麼﹗生平談命三十年﹐總

算今天輪到我。殺我者誰﹖共產黨。我若當權還一樣。當年誓要

殺康﹑梁﹐看來同是糊塗賬。你們殺我我大笑﹐我認你們作同調。

三十年來是與非﹐一樣殺人來翼教。”首先﹐胡適犯了兩個不能

“小心求證”的錯誤﹐第一﹐殺葉德輝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

黨省黨部領導下的特別法庭﹔第二﹐不是德輝能殺康﹑梁﹐而是

啟超要借刀殺德輝。其次﹐胡適犯了一個“大膽假設”的錯誤。

“一樣殺人來翼教”這句話﹐揆諸前述德輝對待革命黨的態度﹐

吾人有理由相信﹐他不大會選擇以殺止殺﹐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當然﹐適之先生學與年俱進﹐他最終如何評論葉德輝之死﹐

鄙人無從揣知﹐亦不敢代言。鄙人只能再引兩段閒話﹐冀能幫助

讀者從另外的角度觀照德輝之死。 

其一是黃兆枚《葉郋園先生傳》開頭的話﹕“狉狉盱匕﹐陵

 14



轢險怪﹐獷悍之氣充彌都野之間﹐譬則猛虎磨牙於前﹐洪流滔天

而至﹐其殺溺人亦何取擇。法既無有﹐何冤可言﹖此郋園所以死

也”。 

其一則是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1968 年 10
月）上﹐專就德輝之死說了這麼一句話﹕“這個保孔夫子﹐反對

康有為的﹐此人叫葉德輝。後頭顧孟余問我﹐有這件事嗎﹖我說

有這件事﹐但是情況我不大清楚﹐因為我不在湖南。對於這種大

知識分子不宜於殺。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那麼妥

當”。 

 

 

 

程千帆﹑楊鴻強﹕〈葉德輝光復坡子街地名記補註〉。 

崔建英整理﹕《郋園學行記》。 

龔育之﹕〈從葉德輝之死談到黃興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

命〉。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胡耐安﹕《六十年來人物識小錄》。 

黃兆枚﹕〈葉郋園先生傳〉。 

金天翮﹕〈葉奐彬先生傳〉。 

李慶編註﹕《東瀛遺墨 —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註》。 

梁潁﹕〈郋園軼事 — 讀葉德輝遺劄〉。 

陸象賢編﹕《易禮容紀念集》。 

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再

思 — 側重王先謙與葉德輝〉。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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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九冊。 

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 

王雨霖﹕〈遼東詩壇所載葉德輝死事〉。 

許崇熙﹕〈郋園先生墓誌銘〉。 

楊樹達﹕〈說文讀若字考提要〉。 

張晶萍﹕〈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 

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 

周作人﹕〈葉德輝案〉。 

朱健﹕〈葉德輝之死〉。 

特別感謝任繼甫先生提供史料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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