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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曾业英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1907—1908 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以及民国成立后的 1912—1913 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上，曾出现

一个发表不少诗文的作者击椎生。此人究竟是谁？ 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是蔡锷，有
研究者认为不是，而是 1907—1908 年在日本积极倡议创设筹滇协会，借以“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政闻社成员唐璆。澄清
此问题，对实事求是评价蔡锷和唐璆都是必要的，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蔡、唐二人负责。
［关键词］击椎生； 蔡锷； 唐璆； 筹滇协会； 《云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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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为笔名发表的诗文长期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 ，严重
［2］
影响到蔡锷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

言

2016 年 6 月，我针对邓江祁先生“考论”击椎生
是蔡锷“笔名”的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的读史札记，并提
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即 1907—1908 年在《云
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当时并不在国内而在日
本东京，
因此不能认为他就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
锷，
而“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
2017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3 日，搜狐网站“老
邓说史”微信公众号连续发表 20 篇所谓“摘自邓江
祁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
英先生商榷》”的文章，邓江祁坚持认为“击椎生绝
非唐璆而是蔡锷 ”，并对我的看法提出种种严厉批
评，指称我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八九不离十是筹滇
［1］

协会倡议人唐璆的辨识是“霸王硬上弓 ” ，各种理
由完全是“指鹿为马，一厢情愿，没有一条是能够成
立的； 其有关‘论证 ’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条是可
以站得住脚的”，“全是废品 …… 毫无学术价值和意
义”。而他提出的所谓“事实”则“铁证如山，不可推
［2］
［3］
翻” 。甚至指控我“贬蔡扬唐 ” ，而且不能排除
［4］

是“主观故意 ” 。 由于我对击椎生是否蔡锷，“一
直心有疑窦”，2008 年在 1984 年编辑出版的《蔡松
坡集》基础上增补《蔡锷集》时，“未将署名为击椎生
［5］
的诗文一并录入 ” ，因此，邓江祁又进而指控： 正
是由于我的“成见、偏见和谬见，以致蔡锷以击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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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江祁“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和唐璆
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 ”，而提出“商榷 ”意见，我表
示欢迎，对其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坦率
地说，就邓江祁“商榷”文章中提出的所谓“事实 ”证
据，要我放弃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 ”
的最终结论，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邓江祁的
［6］
所谓“商榷”、“论证”，非但未能“彻底推翻 ” 我提
出的关键性证据，反而暴露了他提出的所谓“铁证

如山，不可推翻”的“事实”，却是没有任何“事实 ”依
据的。为此，我依据邓江祁“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既
［1］

不会因你说是就是，也不会因你说非就非 ” 的提
示，再撰此文，从“历史事实 ”出发，就邓江祁以避重
就轻，模糊、转移焦点等策略，湮没在其所谓“商榷 ”
文中，却可充分说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
些“历史事实 ”，也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申说一下仍然坚持以上原有看法的理由 。欢迎邓江
祁继续就本文所涉问题进行“商榷 ”甚至批评，但也
希望这种“商榷 ”和批评，能真正如邓江祁自 己 所
说，是从“摆在那里 ”的“历史事实 ”出发的，而且是
讲道理的。当然也欢迎对蔡锷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不
吝赐教。

二、
击椎生不是蔡锷
邓江祁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关键证据，主要有四

◆ 学术争鸣 ◆
个： 一是蔡锷生前已有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说他“当
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蔡锷逝世后有惠我春①、
郭燮熙在

先生（ 按： 即邱濬［1418—1495］，
明琼州琼山人，
字

挽联中说他“少年别号击椎生”； 二是南舟、
惠我春、郭
燮熙之后从无人对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 自

起而亡秦，皆子房一击之功。因观于蔡总司令与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唐抚军长（ 按： 唐继尧，
时任云南都督、
中华民国军
獉獉獉獉
务院抚军长） ，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

号琼台，
著有传统蒙学《成语考》） 谓豪杰并
仲深，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
号） 提出“异议”，
因此，
就不是问题”； 三是击椎生 1907 年 7 月之前甚至更早就

天，
犹博浪沙中之一击也。且云南首义后，
公即率

“回国”了，
并非如我所说他 1907—1908 年尚在日本； 四
是 1913 年 7 月“又来了一个击椎生”，
他在云南政见商

第一军入川，
首当大敌，
血战泸纳，
北军挫败，
自公

榷会的机关刊物《南针》杂志发表了一篇《读王君亮畴
〈中华民国宪法刍议〉》，
表明“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

阔达大度，日本议员望月氏适拟之为汉高焉。昨

生”。但是，
我至今仍认为这四个证据毫无事实根据，
是站不住的。

休。功成而不居，
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
然
獉
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
至今日已偿其素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遂其初心。亮节高风，
与古豪杰后先辉映，
此可
獉獉獉獉獉
见公之所挟持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虽然在公，
功

袁世凯死。今日者黎大总统继任，
其
讨贼之明年，
阅中央策令，任公为川督，公以积劳多病，电乞退

第一，
记者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
生”，
仅仅是他基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的一
种联想，
并非真正认为蔡锷有过“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成身退，
固可为今人树一良模范矣。特是共和再

的事实。我今天仍坚持这一看法，
因为这是事实，
不容
我改变观点。

造，
来日大难，
而公之一身，
实为天下安危之所系，
斯人不出，
如苍生何？ 吾不禁崇拜英雄，
而为之睾

据邓江祁说，
早在 1916 年 8 月 11 日，
即有署名南
舟的记者在云南《义声报》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蔡总司
令功成不居》的“时评”，已把击椎生是蔡锷这个问题
“交代得十分清楚了”，
因为他“不仅开宗明义”地说过
“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还对蔡锷之所以
‘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
即借‘击椎生’
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
［1］
神，
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 。意谓
“击椎生”是蔡锷“青年日”自取的“号”。批评我“不惜
把南舟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
歪曲作者的本意”，
击椎生”这样“清楚明白的事”，经过我“一番‘论证’
后”，
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 这里曾先生

然高望，
穆然深思也②。
由此可见，
南舟此文的首句并不如邓江祁所说，
他
“开宗明义地说： ‘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实际不但只是上半句，
而且在“蔡总司令”前面还有“记
獉
者尝论”四字，
以及后面的“有似于张子房”下半句。我
獉獉獉
在《击椎生不是蔡锷，
那又是谁》一文中，
曾指出邓江祁
“删去
在《护国元勋蔡锷传》第 383 页引用南舟此话时，
了首句中至关重要的前缀词‘记者尝论’”四字，
其实是
不妥的。遗憾的是，邓江祁此次再引用南舟此话以证
明蔡锷生前就有人指出击椎生是蔡锷时，
仍然对此视
而不见，
将其隐去。
我之所以认为这四字“至关重要”，是因为四字中

竟还将南舟所说的‘日’改为‘即’，
一字之改，
就把作者
）
，
‘
’
的意思全改了 不过是 崇拜英雄 的记者南舟看到蔡

有绝对不能忽略的“尝论”二字。这二字中的“尝”字，

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
［7］
”
推测，
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
那

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字，
有它没它整句话的意思是
全然不同的。没它就成了十分肯定的南舟“论”或“说”

么，
我究竟有没有把“南舟所说的‘日’改为‘即’”？ 南
舟在其“时评”一文中是怎么说的，
其本意到底是什么？

了，
即如邓江祁所说，
成了南舟“开宗明义地说： ‘蔡总

究竟是谁“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等等问题，看来都只
有向南舟这篇“时评”的原文求证了。好在该文不长，

同，因 为“尝 ”字 含 有“曾 也”、“试 也 ”等 多 种 意

邓江祁也提供了影印图片，
为方便读者阅读，
现据其影
印图片，
全文抄录如下：

其后，
南舟又说“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如何如

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有
獉獉獉獉
似于张子房。子房击秦之明年，
祖龙死，
故邱琼山

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了。有它意思则完全不
［8］（ P36）

思

，
“试论”了。而通观全文，
就成了“曾论”、
紧接

何，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看到蔡锷与唐继尧如何如何，
“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③，
至今日已偿其素愿，
并遂其初心”了。南舟所说的“尝论”，
显然是“试论”的

① 惠我春（ 1877—1948） ，
字云岑，
云南宣威人。1915 年在昆明创办《义声报》。记者南舟的文章就发表在他创办的《义声报》上，
可见惠我春、
郭燮熙
挽蔡锷联说蔡“少年别号击椎生”，
也不排除实际来源于记者南舟这篇文章，
甚至惠我春与南舟或许就是一个人。
② 文中字句之下的着重号“．”为本文引用者所加，
下同。
③ 请邓江祁仔细看看以上原文，
是“即”字还是“日”字，
我擅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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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将其前后两个半句联成一句完整的话，南舟的
意思的确“清楚明白”，
说的是他要尝试论述一下蔡锷

1940 年代已有“崇拜”蔡锷“精神人格”者，
第二，
以不采用蔡锷发表文章“署击椎生”，
入其所编蔡锷年

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像古代的张良一样。南舟
在这句话之后交代了张良“击秦”的第二年，秦始皇就

谱的方式，
否定过惠我春、
郭燮熙的说法。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
邓江祁屡屡强调，

死了，
所以邱琼山说“豪杰并起而亡秦”，
皆张良“一击
之功”后，
紧接着就对他所以认为蔡锷应当“青年日自

就不是问题”。因为自惠我春、
郭燮熙在挽蔡锷联中提
“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
出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后，

号击椎生”，
像古代的张良一样的理由作出解释，说是
“因观于”蔡锷和唐继尧“声讨袁氏之罪，
一声霹雳，
起

［9］
异议” 。而 1916 年记者南舟也在 8 月 11 日云南《义
声报》中发表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又开宗明

于南天”，
犹如当年张良“博浪沙中之一击也”。而且云
南首义后，蔡锷“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

“无
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可见，
论是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
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确指

纳，
北军挫败”，第二年袁世凯就死了。今黎元洪继任
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却“电乞退

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 自号） ，
击椎生是谁的问
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
既非什么秘密，
也非什么历史的

“功成而不居，
休”，
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于
是，
南舟知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
到了今日便已

［1］
悬案”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倒不这样认为。且
不说无人提出“异议”，
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历史的真

“偿其素愿，
并遂其初心”了。记者南舟分明是看到蔡
锷在讨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
觉得很像古代的张良，
而

实，
不能再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议”了，
即就邓江祁所
。
，
1913
说也非事实 因为如上所说 早在
年夏，
由蔡锷授

联想到蔡锷应当像张良一样“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哪
“还对蔡
有邓江祁所说南舟说的是“蔡锷自号击椎生”，

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
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
还有 8 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
则可视为实际

锷之所以‘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即借
‘击椎生’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

被蔡锷本人否定了。即使因他当时尚未或不可能见到
后来南舟等的记述，
而不能算是本人的否定，
也有事实

暴的精神，
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的
意思？ 这也就不难理解 1913 年夏，参与《蔡松坡先生

证明，
无论是 2000 年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增刊上发
表《蔡锷笔名质疑》一文的殷英教授，
还是我 2016 年在

事略》编写任务的郭燮熙，
明明知道蔡锷授意并亲自审
阅过的“事略”一文中只记有蔡锷“号松坡”，
进入“东京

《历史研究》第 3 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
谁》一文，
也都不是第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人。

“时□稿于《清议报》，署名孟博、奋
大同高等学校”后，
翮生者是也”，又通过介绍他编辑过“《国际公法志》、

何以见得？ 有事实为证。1940 年代，李文汉就否
1911
郭燮熙的说法。李文汉，
云南嵩阳人，
定过惠我春、

《支那现势论》诸书”，
交代他还署名过“劫火仙”，
唯独
没有以任何方式记述他此后还以“击椎生”为名发表过

1915 年 12
年 10 月参加过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
月护国战争爆发后，
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

多达 8 万多字的诗文作品①，
何以 1916 年蔡锷逝世后
却与惠我春联名的挽蔡联上说他“少年别号击椎生”

一支队第一营营长，随蔡锷出征四川。他自述是蔡锷
“精神人格”的“崇拜”者，
而他编纂的《蔡公松坡年谱》
就偏偏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

了。原来与记者南舟一样，
也只是“联想”而已。所以，
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
那又是谁》一文中，
依据南舟所
说，
提出“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
不过是‘崇拜
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
‘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 按： 现在看来，
更准确
的说还是‘联想’） ，
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
［5］
‘号’”
。邓江祁既然认为我的“论证”“歪曲”了“作
者的本意”，
那就请用南舟这篇时评中的话，
也做“一番

‘论证’”，指出我那里、
怎样“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不要用这种不做具体论证，
仅以空洞的模糊焦点、
信口
指控的手法，陷人于不忠实史料、不讲道义。南舟“时
评”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可供审读的原文就在此，相信
读者自有公论。

仅仅记其“讳锷，
原名艮寅，字松坡”，并依据蔡锷亲自
审阅过的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撰写的《蔡松坡先生
事略》，
在 1899 年条下记曰： “随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研究政治、
哲学，
并补习普通科学，
时投稿于《清议报》，
［10］（ P415、
421）
，并没有像刘达武
署名孟博、
奋翮生者是也”
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那样，
除了记述蔡锷在《新民丛
［11］（ P3）
。
报》发表文章时“署名奋翮生”，
还“署击椎生”
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

么个别号或自号？ 是他孤陋寡闻，
未下功夫搜集史料，
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
我敢说，
肯定不是。因为 1942 年 6 月 2 日，他在完成
《蔡公松坡年谱》的编纂工作后说过： “欲纂公年谱者历

①参见赵式铭等《蔡松坡先生事略》，
曾业英编： 《蔡锷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第 1514—1515 页，
以及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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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年于兹矣。先后搜集有关史料计十有余种，云南
光复及护国史料极易得，独公在桂治兵数载，成绩卓

作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理由也是不能成
就不是问题”，
。
立的

著，
而纪［记］载缺如，
仅在公家获广西干部风潮始末全
案。民国元二年间公治滇政绩，文献亦无征，求之纪

第三，
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回国有感》
一诗，
无法证明他“1907 年 7 月之时并不在日本”，
更不

［记］载既无可得。余乃遍访前辈乡达，
及公亲故家属，
口问而笔记之，
亦麟爪耳。最后得吾师李印泉先生出

能说明他“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
因而可证明他就
是蔡锷。

示云南光复史料，
有赵式铭诸君合纂之《蔡公传》（ 按：
实际题为《蔡松坡先生事略》） ，
周钟岳君之《建设篇》，

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
那又是谁》的“击椎生不是
蔡锷”部分，依据击椎生 1908 年 2 月 28 日发表在《云

公亲撰之《云南光复概况》（ 按： 实际题为《滇省光复始
末记》） 。公之事迹，
灿然大奋。余则大喜，
乃参合各书

南》杂志上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文和《西江警
察权问题》一文中披露的他要求云南官员“速派学生来

及零篇断幅，竭半月之力而成此篇，无一字句无来历。
异日尚欲编公全集，
以布之海内，
庶乎公精神人格将照

东（ 京） 学习”和“近得内地来函”的事实，
提出了一个关
键性的直接证据，
即“击椎生自己披露了他当时并不在

”他还详细列出了意欲编辑的
耀于世，
而昭兹来许也。
《蔡邵阳全集》的目录，
计分五卷，
其中第四卷是“诗文

国内，
而是在日本向《云南》杂志投稿的”，“而众所周
知，
蔡锷 1904 年 10 月 24 日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杂著”，
在这一卷的“细目”中，
李文汉所列的“诗”只有
“二首”。第五卷是“附录”，在其“细目”中，李文汉还

后随即回到了国内，
这时正在广西从事编练新军的工
，
，
作 那么 断定远在日本的击椎生就是正在国内从事编

列有“哀挽诗文联句”一项。也就是说，
蔡锷逝世后，
李
文汉同样收集到了各方悼念蔡锷的“哀挽诗文联句”，

［5］
练新军的蔡锷自然就难以成立了” 。
对于我提出的这个关键证据，邓江祁不针对我的

并且打算作为“附录”，
收入其所编的《蔡邵阳全集》第
五卷之中。而在交代他编纂《蔡公松坡年谱》时参考引

论旨，
即“击椎生不是蔡锷”加以反驳，
却转移焦点至他
的所谓击椎生与唐璆的经历并不存在高度“一致性”中

用过的“书目及档案”中，
更是赫然列有如邓江祁在《击
椎生是唐璆吗？ 曾业英失误之一： 霸王硬上弓》文中所

提出批评，
说仅凭“这一铁的事实，就足可认定击椎生
“狠狠地打
不是唐璆”，
认为我“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

［1］
插载有惠我春、
郭燮熙挽蔡锷联图片 的“《护国军神
獉獉獉獉
［10］（ P526—532）
。李文汉既是云南本土人，
蔡公传略》”一书
獉獉獉獉
“遍
为编纂《蔡公松坡年谱》，
又花了“十数年”的功夫，
及公亲故家属”，
还将载有惠、
郭二人
访”过“前辈乡达，

了自己的嘴巴”，
并表示对于我“从击椎生文章中找出
的那些所谓的‘佐证’”，
他“不仅早就注意到了”，
而且
［12］
还可为我“提供更多类似的例子” 。
不过，
遗憾的是邓江祁提供的“类似例子”，
却是王

挽蔡锷联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列为他编纂《蔡公松
坡年谱》的“引用书目”，能说他没有搜集和看到惠我

说“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
顾左右而言他，
‘吾滇’，
等等。难道凭这些例子，
就可像曾先生认为的

春、
郭燮熙这副写有“少年别号击椎生”的挽蔡锷联吗？
他既然和创办《云南》杂志的李根源有那么多的接触和

那样，
认定击椎生真的就是滇人吗？ 当然不能”。并由
此引申出我“从击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佐证’，
正是

交流，
还得到李根源“出示”那么多的“云南光复史料”，
又看到过惠我春、郭燮熙撰写的这副挽联，却不采用

击椎生为了某①隐瞒自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
的‘烟幕弹’，
反映了击椎生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高

惠、
郭二人的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的说法，
而意欲编
辑的《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目录中列出的蔡锷“诗”也

［12］
超的对敌斗争艺术”，
是他的“高明之处” 。
对此，
我只能佩服邓江祁思想活跃，想象力丰富，

只有“二首”，
而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在《云南》杂志上
的那 20 首诗作，
不是有点奇怪吗？ 今天我们虽然没看

并自叹不如了。但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说上几句。首
“经常说‘我滇人’、
‘吾滇’，
先，
等等”，
与击椎生在文章

到李文汉交代他何以不采用惠我春、
郭燮熙所撰挽联
的记载，
也不能说他的记载都是信史，
或没记载就一定

中要求云南官员“速派学生来东（ 京） 学习”和“近得内
地来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无“类似”可言。其

不是事实，
但他没有依据惠我春、
郭燮熙所撰挽联记下
蔡锷有“击椎生”这么一个“别号”或“自号”则是不争

‘吾滇’，
次，
击椎生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
等等”，

的事实，
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早有人对击椎生是蔡锷“别
号”（ 自号） 提出过“异议”吗？ 可见，
邓江祁以“从未见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
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其实根本

是因为他的大多数文章不但抨击的是当时云南省内所
发生的事，
是在为云南人争权益，
而且还发表在云南人
创办的以云南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云南》杂志上，
不
“吾滇”，
顺情、
顺理、
顺势说“我滇人”、
难道要他前言不

①邓江祁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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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湘”不成？ 再次，
搭后语的说“我湘人”、
击椎生的这
。
1909
种说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诚如邓江祁所指出，

［13］（ P80）
”
园今夕月明夜，
庭院梅花寄远诗。
其中“报国痴
心终不死，
还家春梦总无期”，不是又清清楚楚表明他

年 2 月，
他将《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再次发表在《南洋
“吾滇”改
就将“我滇人”改为“我国”，
兵事杂志》上时，

这年 9 月 28 日仍未实现“还家春梦”吗？ 怎么 7 月就
而且时间还“不短了”？ 是回国后又回日本了
回国了，

［13］（ P92—93）
。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
为“吾国”
谁》一文中已经说过，击椎生此时作出这种改变，是因

吗？ 何况如前所说，
我还发现击椎生 1908 年 2 月发表
的两篇文章中也有证据表明他身居日本！ 究竟是谁

为“《南洋兵事杂志》的读者对象，
不像《云南》杂志那样
主要面向云南人，
再提‘吾愿吾滇人’等语，
易为人误会

“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了？
再次，
的确如邓江祁所说，
还有“类似例子”可以证明击

［5］
他仅在为一云南着想” 。可见，
击椎生在文章中“经
‘吾滇’，
常说‘我滇人’、
等等”，
哪是什么为了“隐瞒自

椎生“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时也像
唐璆一样身在日本”，
不过，
不是邓江祁所说的“击椎生

己身处国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 再说，
既
然文章本身就未署真名，
还用得着多此一举吗？ 显然，

‘吾滇’，
在文章中经常说‘我滇人’、
等等”，
而是他发表
在《云南》杂志上的诗作。因为邓江祁回避并以转移焦

击椎生在文章中披露自己当时正在日本，
与其“经常说
‘我滇人’、
‘吾滇’，
等等”一样，
和为“隐瞒自己身处国

点的方式，
否定我提出的击椎生在《云南》杂志发表诗
文时尚在日本的关键证据，
因此有必要在以上证据之

内和真实身份而施放的‘烟幕弹’”没有半点关系。邓
江祁的解释，
纯属个人想象。
当然，
邓江祁对击椎生当时是否在日本的问题，
也
难得地提出了一个反证，
认为他 1907 年 7 月 20 日发表

外，
再举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击椎生在《招
獉
魂社大祭》一诗中说： “浩气充横万古存，
光芒凛凛照千
獉獉
”二是在《感
门。当年战骨成灰烬，犹有英雄未死魂。
怀》（ 二首） 其一云： “满腔心事绕南滇，海上昂头欲向

“不仅充分说明
在《云南》杂志上的一首《回国有感》诗，
击椎生 1907 年 7 月之时并不在日本，
而且从其回国之

天。客舍孤吟蓬岛月，
乡愁深锁翠湖烟。半生肝胆都
獉獉獉
倾吐，
当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数声城外柳，
可怜疆吏正

后又‘戎马历边城’，
从而‘有感’而发这一点来看，
也说
明击椎生回国的时间确已不短了”； 并批评我“居然连

”其二云： “无限担当无限恨，被天强派作诗肩。
筹边。
蝉声叫得秋心碎，
蠹简抛时午梦圆。风雨小楼酣岁月，

“对于
对这首诗的题目《回国有感》也没有仔细研读”，
击椎生在此诗题目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河山故国 几烽烟。而今昆海波涛恶，漫说孤舟听采
獉獉獉獉
［13］（ P74、
79）
”
莲。
前一首，
仅题目中的“招魂社”就足可证明

［12］
‘回国’这一事实”，
“竟然如此失察”
。
然而，
这是邓江祁所说的“铁的事实”吗？ 那就用
这首诗本身就不能证明击椎生
事实来说话吧。首先，

此诗作于日本东京，
因为“招魂社”就是日本东京靖国
旨在为明治维新
神社的前身。它初设于 1869 年 6 月，

“回国”了。因为虽然如邓江祁所说，
题目就是《回国有
感》，
但全诗的内容却是： “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
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十年戎
马历边城，
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
也思归
［13］

” 诗中所说，
去听秋声。
大部分都是击椎生以往的经
历，
唯有最后两句说及“回国”之事，
但却是“欲诉乡心
“我亦有亭深竹里，
对短檠”，
也思归去听秋声”。面对
獉獉獉獉獉獉獉
着室内的小灯“欲诉乡心”的击椎生“也思归去”，
分明
是想回故乡，
而不是说已回。可见，
此诗本身就不能证
明击椎生 1907 年 7 月之前已回国，
更不能证明他“回国
的时间确已不短了”。是我对这首诗的题目“没有仔细
研读”，
还是邓江祁望题生义，
不去“仔细研读”诗的内
容？ 已无须在此饶舌。其次，
邓江祁既然以此为据，
认
定击椎生 1907 年 7 月之前已回国，而且时间“不短
了”。那么，
又怎么解释击椎生这年 9 月 28 日发表在
《云南》杂志上的《感时》诗“其二”呢？ 该诗说： “万叠
愁怀万缕丝，
乡关回首暮云迟。昏茫大陆悲秦祸，
慷慨
。
，
。
长吟诵楚辞 报国痴心终不死 还家春梦总无期 故
獉獉獉獉獉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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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战中辅佐天皇而死去的 3000 多官兵“招魂”。
1879 年 6 月，
明治天皇将其改名为“靖国神社”。后两
首，
其中一首中的“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锁翠湖
”
烟 ，
另一首中的“风雨小楼酣岁月，
河山故国几烽烟”，
“河山
也都表明作于日本，
否则，
何以会出现“蓬岛月”、
故国”等词语？ 前一首发表于 1907 年 7 月 20 日，
后两
首发表于是年 8 月 25 日，不也说明击椎生这时“像唐
璆一样身在日本”吗？ 何况表明他身处日本的诗作还
不仅仅限于这里列举的几首，
怎么就不是唐璆，
反而成
了在国内的蔡锷了呢？ 谁是“霸王硬上弓”，的确如邓
江祁所说“不攻自破”了。
第四，
邓江祁在上述关键性的直接证据之外，
还提
出了一个击椎生是蔡锷而不是唐璆的所谓证据，
这就
是 1913 年 7 月 15 日击椎生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
表了《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据邓江
祁说，
我“摊上大麻烦”了，
因为“这边所谓‘击椎生绝非
蔡锷，
八九不离十就是筹滇协会倡议人唐璆’的一团乱
麻还没有理清楚，
那边又来了一个击椎生”站在我面前
问我： “曾先生，
您还认识我吗？”在他看来，“对于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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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椎生的真实身份之谜而言”，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
文章，
任何研究击椎生是谁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该放

在宪法上规定政府“有解散议会之权”和“大总统任命
［13］（ P297—298）
。用邓
文武官员，
而不附以何等之限制”的

过”，
因而要我“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
来“撇清
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关系”。因为这是“民国成立之

江祁的话说，
就是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而蔡锷此
时也的确曾明确提出： “编拟宪法有不可不先决”之“二

［14］
后，
击椎生首次……在云南‘重现江湖’” 。
好吧，
我首先就“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来

“一曰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
“二曰任命国
事”，
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甚至要求各省都督“如以为

证明一下“此击椎生”还是那个“击椎生”，
并不存在所
谓“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并非

然，
恳于三日内速电复示，
拟即联名电告委员会（ 按： 指
研究宪法 委 员 会 ） 及 政 团 联 合 讨 论 会 请 其 准 此 编

1913 年 7 月 15 日才“又来了一个击椎生”，
还在此前的
1911 年 2 月 17 日和民国成立后的 1912 年 8 日 20 与 21

［15］（ P811—812）
。但是，
拟”
仅凭此“二事”的相同认识，
便可
［14］
认定“此击椎生”与蔡锷“真正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

日他就先后来过了。1911 年 2 月 17 日，
他在《申报》发
表过《滇中近事杂感》诗： “满腔心事绕南滇，
海上昂头

而认为“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
亦即“此击椎生”不
是唐璆而是蔡锷了吗？ 我的回答是： 不能！ 理由如下：

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岛月，乡愁深锁翠湖烟。半生肝
胆都倾吐，
当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数声城外柳，
可怜疆

第一，
但凡对民初历史有所了解者都清楚，
当时在
“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和“任命国务员不必求

”1912 年 8 月 20 日，在北京《民主报》发表
吏正筹边。
《步徐佩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诗： “罪成铁案重如

国会之同意”这“二事”上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可说是数
不胜数，
且不说公开表过态的袁世凯官方人士和进步

山，
卖国奸臣孰挽圜。斩得佞头真快事，
龙吟霜匣剑飞
还。凛凛威权驰海外，欢腾众口竞相传。一朝破坏劳

党人没有不持这一观点的，
即就蔡锷发出征求意见的
致各省都督电之后，不也有“宁、豫、闽、奉、鲁、蜀、陕、

收拾，
留得声名满地膻。路权失尽国权空，
多少兴亡感
慨中。幸有蛾眉忧世局，
廷臣犹醉太平风。满腔热血

吉、
黔、
晋、
甘、
直、滇共十三省”的都督、民政长复电表
［13］（ P261）
？ 在如此之多的观点高度“一致
示“赞同”吗

吐深衷，
爱国新诗点缀工。一付柔肠千缕怨，
美人襟上
”21 日又在该报发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
泪珠红。

者”之中，
何以能确定“此击椎生”就一定是蔡锷，
而不
是这“十三省”中的任何一位都督、
民政长或者其他什

史原韵》诗： “中原女侠慨凋零，
血染钱塘水尚腥。离绪
柔魂飘泊处，
泣号风雨短长亭。兰摧蕙折不胜哀，
万户

么人呢？ 我此前所说“为国保滇的主要政策和理念方
“是每个筹滇协会会员的共同选择和信
面的共同点”，

悲声撼地来。哭破山阴秋夜月，泪干蜡炬已成灰。潇
呜咽江潮涨旧痕。万古精灵埋不得，
但
潇楼外月黄昏，

“便认定击椎生就是
仰”，
因而仅从这“方面的共同点”，
［5］
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
也就是这个意思。
唐璆，

留青冢化香魂。西湖石上草凄凄，巾帼英雄姓字题。
”请看，
唤得男儿春梦醒，
白阳［杨］荒草乱鸦啼。
这与击

第二，
更为重要的是，
倘若全面体认一下“此击椎
生”文中所表达的意思，
便不难发现邓江祁似乎还要回
［7］
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

椎生 1907 年 8 月 25 日发表在《云南》杂志第八号的
《感怀》“其一”，
以及 1908 年 2 月 28 日发表在《云南》
杂志第十二号的《步徐佩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与
《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
除了前一首的标题
改为《滇中近事杂感》之外，
其内容有何不同？ 至于后

因为“此击椎生”固然如上所述，
在反对宪法“限制总统
权力”方面与蔡锷认识一致，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有

能证明“此击椎生”就是“彼击椎生”吗？
1913 年 7 月 15 日，
“此击椎生”在为制宪问
其次，

不小的意见分歧。如“此击椎生”视国权与民权为对立
的两极，
在文中说“主权之所在应属于国家（ 采葡萄牙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宪法之规定） ，
不应属于人民”，
甚至表示“由是言之，
凡
獉獉獉獉獉獉
獉
称国名之处，
虽民字亦宜删除，
曰中华共和国，
曰中国，
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
［13］
（ P293—295）
，
方为适当”
便不是蔡锷所认同的。在蔡锷
眼里，
国权与民权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关系，
而是相辅相

题而发表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的确
说过： “吾以为宜规定一条曰： 大总统于国家安宁幸福

成的。他认为，“民国成立，迄于今日，省自为政，中央
力薄，
不能收指臂之用，
以致财政紊乱，
政令纷歧，
外侮

认为必要，
得解散国会之一院或两院……至同意权之
规定……若既采责任内阁制，
则议会对于政府的失败，

内讧，
相缘以起。推求其故，则现政府法律上之实力，
不能发展国权，实为最大原因。故民国宪法宜以巩固

质问之，
弹劾之皆可。投不信任之票，
及不议决政府之
预算、
决算案亦可。无论行何道，
皆足以使其去位。其

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
国力自张，
然后有发达民权之
［15］（ P811）
。而“国家所主之权”，
可言”
他认为既不是国家

监督于行政后之方法亦正多途，
而何必于用人之先，
预
，
。
”
，
为防范 致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 也就是说 他是主张

本身特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国
民”。他在日本留学时说过： “国家所主之权，
国民所与

两首连标题与内容也无一字之改，
难道还不能证明根
本就不存在什么“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问题，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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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也。国民之权大，
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大，
国民之权
，
。
”
：
“
！
小 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小 又说 善夫 中村正直之

国用政党以导国民，
吾国用政党以斗国民”或“‘中华共

言曰： 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
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
由于有自主之志行”，这是国

同样说过“此击椎生”这种否定或类似否定国家“主权

［15］（ P13、
14）
。辛亥出任云南都督
家强大之“大根原［源］”
“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
后，
他更是肯定： 在共和国，

明。否则，
便不能排除“主观故意”要“贬蔡扬唐”的不

［15］（ P735—736）
。
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
蔡锷既然认为“国权巩固”然后才“有发达民权之可

“国家所主之权，
“人民即一国
言”，
国民所与之者也”，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主人翁”，
立于国家“最高无上之地位”，
甚至说自己
［15］（ P795）
“亦缔造民国之人，
？ 怎
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
“不应属于人民”如此
么可能发表国家“主权之所在”，

绝对而又与自己历来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 何况就在
1913 年 7 月 15 日击椎生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
宪法刍议〉》后的 30 日，
他还在咨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关
“
于云南蒙自至个旧铁路 能否允法（ 国） 人建筑”一文中
獉獉獉獉 獉 獉獉獉
直率地说过： “此路利害，
路权与矿权相因，
既归滇人自
修，商 款 商 办，主 权 在 民，滇 政 府 不 能 主
獉 獉 獉 獉 獉 獉 獉 獉 獉 獉
［15］（ P1078—1079）
”
“滇政府不
持。
意谓因为国家“主权在民”，
獉
能”允许法人建筑云南蒙自至个旧这条铁路。也正因

和国’用政党以斗国民”？ 因此，
邓江祁如认为蔡锷也
在民”和“中华民国”国名的话，
那就请举出事例加以证
而恰恰是邓江祁自己了。
是别人，
“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
第三，
刍议〉》一文中的若干表白，
与蔡锷当时的精神状态和
语言表达习惯差距甚大。如“此击椎生”在文末特地表
示自己对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评述“并非好
为讥评，
而妄有所主奴于其间也”，希望“王君谅之”，
“凡各研究宪法者”也“共谅之”。“所愿当局者旁搜博
獉獉獉獉獉
详为审议，以归至当，而定国家根本。斯实吾人之
采，
［13］（ P299）
”
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
这类表白

均与蔡锷当时的身份、
地位和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全
然不同。蔡锷当时不仅是云南都督，而且是在西南数
省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的都督。“川、
黔、
桂三省”如有
“亟宜培植正论，
以遏乱萌”的动作，
往往嘱他“领衔通
［15］（ P813）
。1912 年 6、
7 月乃至 1913 年 6 月还有人出
告”

蔡锷当时
于不同目的提议推举他为内阁总理①。因此，

如此，
辛亥云南起义后，蔡锷对于未来的“国名”问题，
虽然最初布告云南省内时曾表示可定为“中华国”，但

待人处事底气十足，
信心满满。他首次就“编拟宪法不

同时又特地声明“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
仍应照统一
［15］（ P345）
。稍后再次为“中央会议”提
政府之命令办理”

会权”和“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时，
就“恳程

出“二十三条”大纲，
供“在滇各界团体以及素有研究之
则只提出“国名”条目，
并不给出自己
士”预筹办法时，

［15］（ P811—812）
，
从速拟订”
语气坚定，
只许采纳，
不可拒绝，

［15］（ P335）

。而在其他场合和时间里，更是
明确表达了赞成和坚持定国名为“中华民国”的态度。
的任何主张了

如他在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的通电中，
明确说过“至国
，
”
。
家组织纲要 鄙意略有数端 其中为首的一端就是被
黎元洪赞为“精当不易之言”的“定国名为中华民国，
合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15］（ P344）
。而
汉、
回、
蒙、
满、
藏为旗式，
构成统一之国家”
且此后再也未对此国名提出异议。他不但在各种公私
［15］（ P1079）
，
文件中始终坚持采用“中华民国”年号
还在为
《南针》杂志撰写的“祝词”中提到“中华民国”这个国
名，
说： “欧美各国用政党以导国民，
中华民国用政党以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15］（ P931）
”
斗国民。
而这个杂志正是发表“此击椎生”《读
獉獉獉
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杂志，
两人发文

可不先决之问题二事”，
提出“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
都督（ 按： 指江苏都督程德全） 转商王君亮畴兼采此议，
毫无商量余地。因章士钊提出研究宪法委员会“人物
以防止“行政人员干涉立法”后，
又当
须无偏党之心”，
即通电章士钊及各省都督说： “锷意此种意见（ 按： 供委
员会采择的意见） ，
无论何人，
均可建言，
委员会如以为
是则采之，
否则置之于会员言论之独立并无妨碍。至
行政人员干涉立法固然不可，
然既经推为委员之后，
发
论即可自由。诚如章君所云，
无承受他人意旨之义务。
故外间口实尚可无虑，
惟委员会研究宪法内容时，
亦不
［13］（ P262）
”
蔡锷的
可不注意于立法部侵压行政权之弊害。

态度始终是果断而有担当的，
丝毫不像“此击椎生”那
样既反对“限制总统权力”，
又生怕开罪王宠惠等国民
党研究宪法委员会委员，
而请求“王君谅之”、
各研究宪

的时间仅相隔一期，
蔡文发于 1913 年 6 月 15 日的《南
“此击椎生”之文发于 7 月 15 日的第 2 期。
针》创刊号，

法者“共谅之”。对于政府执政者，
也自立于在野身份

蔡锷如果也如“此击椎生”持“凡称国名之处，
虽民字亦
宜删除”之见，
何以不将“祝词”中这句话改为“欧美各

“两院诸
呼政府执政者，
而是称其为“内外执政诸公”、
獉獉獉獉獉獉
公”、“诸 公”、“两 院 诸 公 暨 省 会 诸 君 子 ”，等

称其为“当局”。而蔡锷则迄今所见，
从不以“当局”称

《蔡锷集》（ 一） ，
《远生遗著》上
①参见《致朱师晦函》（ 1912 年 7 月 10 日） ，
第 675—676 页； 黄远庸《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 民国元年七月三十日） ，
册（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
第 70 页； 《致蔡锷电》（ 1913 年 6 月 19 日） ，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 1 册（ 台北“国史馆”1996 年印
《远生遗著》下册： 第 3 卷（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行） ，
第 26 页； 黄远庸《无理想无解决无希望之政治》（ 民国二年六月十四日） ，
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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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840、
844、
845、
848）

。也正因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人指称
蔡锷“对于中央向来持逢迎主义，其宗旨之背谬，久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
［16］
正人不许” 。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多称
獉獉獉獉
“我 辈”、“ 吾 侪”、“ 鄙 人 ” 或 者 “ 锷 ”，等

分篇幅转向批评我“八九不离十是唐璆”的看法存在种
种所谓“失误”，
以为这样即可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了。

［15］（ P855、
859、
819、
818、
1102） ［17］
。对于自己所表达的意思，
等
则称
［15］（ P1080、
1083）
“锷意”、
“鄙见”、
“鄙意”等
。两人如此不同

的证据证明击椎生并不是唐璆，
那怕不是蔡锷而是其
他什么人，
也都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推进学术研究的可

等

调，
又怎能仅仅依据“此击椎生”反对宪法写入“限制总
统权力”的条文，
便认定“此击椎生”一定是蔡锷，
而不
是唐璆呢？
总之，
击椎生 1907—1908 年发表在《云南》杂志上
的诗文中，
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正在日本东京，
而
不是在国内的广西。1913 年在云南《南针》发表《读王
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时，
虽然在制宪问题
上反对“限制总统权力”方面与蔡锷存在共识，但又有
主权在“国”还是“民”，
以及“中华民国”的“国名”方面
的重要分歧，
而且语言表达习惯也不同。因此，
可以毫
无疑问地肯定“此击椎生”，
就是“彼击椎生”，
从而断定
无论是 1907—1908 年远在日本的“彼击椎生”，还是

我对邓江祁能以大篇幅讨论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
并认为应当给予肯定，
因为如能以有说服力
感到欣慰，

喜成果。
但想对击椎生究竟是谁，是唐璆还是蔡锷这个非
理论性的问题作出精准判断，
终归还是要回到直接的
关键证据的讨论上来方有可能。而与篇幅的大小、字
数的多少并无关系，
甚至与其他各种仅仅属于逻辑推
论性的间接证据也关系不大，
因为这种证据只是一种
对关键性的直接证据起补充和铺垫作用的旁证，
对解
决击椎生是唐璆还是蔡锷的问题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而要解决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
说到底，
还得
有更加直接的关键性证据。而就此而言，
邓江祁的文
［1］
章虽然冗长，
自称“三万余字” 。但是，
所提供的可判

1913 年近在国内的“此击椎生”，都不是蔡锷。邓江祁

断击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锷的关键性直接证据，
其实
并不多。

说他“2012 年 6 月作《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
殷英同志商榷》一文”，
根据他“掌握的相关史料，
从击

关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问题，邓江祁提出的关键
性直接证据，
实际只有三个，
其中之一是，
如前所说，
他

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
击椎生关心时政的
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
击椎生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

认为击椎生 1907 年 7 月，
甚至更早就“回国”了。意思
是说 1907—1908 年的击椎生与蔡锷一样同在国内，
并

同、
击椎生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
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等五个方面，
对蔡锷的击椎生

非与唐璆同处日本东京。以为这样便可一举两得了，
一可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如他自己所说： “仅凭击椎

最后认定击椎生
笔名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论证，
……是蔡 锷 的 笔 名”，“本 以 为 天 下 从 此 就 可 太 平

就足可认
生 1907 年 7 月之前已经回国这一铁的事实，
［12］
定击椎生不是唐璆” ； 二可“彻底推翻”我关于击椎

［1］
了” 。没想到时隔四年之后，
又有一个“别人的观点
无法驳倒，
自己的观点不能成立，
而且还有大量的漏洞

生不是蔡锷的论据。邓江祁所提出的这个证据如果是
事实，
当然很重要了，的确能如击椎生自己披露他在

［2］
和该做而未做的作业” 的所谓“霸王硬上弓”者，
发表
“
，
文章认为 击椎生绝非蔡锷 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

《云南》杂志上发表文章时，
正在日本而不在国内可证
，
明他不是蔡锷一样 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足可证明击

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恕我直言，
邓江祁倘若不
能就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时不在国内而在

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锷的关键证据，
理应受到高度重
视和认可。但是，遗憾得很，如前所说，这条可视为邓

日本这一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以及 1913 年 7 月在云南
《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

江祁提出的关键证据却已被事实证明纯属子虚乌有，
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因为击椎生在自己发表于《云南》

议〉》一文时与蔡锷不存在任何分歧提出有说服力的证
据，
莫说写一篇《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
就是再写如

杂志上的诗文中，
已不是一两次而是无数次披露他当
时与唐璆一样，尚在日本而不在国内。邓江祁硬说他

此这般的 20 篇或更多的所谓“商榷”文章，也别指望
“天下从此就可太平”，
会与“商榷”作者一起“尽情”享

是远在广西的蔡锷，自然也就站不住了。邓江祁不顾
这一事实，
非要从击椎生一首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

受“史上最为丰盛而又营养、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盛
［1］
宴” ！

诗的标题中认定他 1907 年 7 月，甚至更早已“回国”
了，
并以此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而不是唐璆，
不知算不

三、
击椎生还是唐璆
对于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
邓江祁不再如“论
证”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篇幅那样草草了事，
而是以大部

算“霸王硬上弓”？
邓江祁提出的第二个关键性直接证据是，否定我
提出的唐璆“像击椎生一样‘从过军，
戍过边’”，
妄指是
我“为了证明唐璆的经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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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而不顾史实编造的假经历。唐璆完全是被‘从
［3］
军’、
被‘戍边’”的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
我的

动。这些事实无不清楚、明白说明唐璆的确“从过军，
戍过边”，
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根本

看法是有事实可证的：
第一，
据唐大圆说，
唐璆 1899 年“谒邵阳贺金声先

不是我“为了证明唐璆的经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
恰恰是邓江
度的一致性’而不顾史实编造的假经历”，

1905 年“肄业南京将备学堂，有志陆军”，
生学兵法”，
1906 年“以蔡松坡荐往广西郭人漳营，
奉委回武冈招勇

“不辨史料”。因为这些事实都是
祁自己“信口开河”，
唐璆自己及其家人认可的，
自然可视为是证明击椎生

百六 十 人 往，以 意 见 不 合，移 交 勇 于 岳 宏 群 接
［18］（ P10）
。南京将备学堂实为江苏武备学堂，
带”
由江苏

是唐璆的直接证据。

巡抚恩寿奏设，
开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三日（ 1902
年 11 月 2 日） 。头班学生毕业后招考“二班学生一百
二十名”，
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二月入堂学习”，
是年 八 月 改 作 储 备 初 级 军 官 的“陆 军 速 成 学
［19］（ P324）

。由此可知，唐璆应为该校头班学生。第
堂”
二，
据应邀“嘱序”的唐璆友人赵炳麟说，
唐璆“壮年赞
獉獉獉
［18］（ P254）
，
”
。
“
松坡将军 从事军旅
而唐璆的 门生萧香荄”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更是对其师 1921 年前的经历作了全面概述： “先生气
钟河岳，
质秉桢干，
抱爱国之热情，
具救民之宏愿，
幼岁
抒怀，
已具安边之志，中年访道，翻成经世之才。三年
獉獉獉獉獉獉
东海，
两渡南洋，
佐军戎于西蜀，
参大义于南滇，
硕画迈
獉獉獉獉獉獉
伦，
宏猷卓著。迨夫衡阳秉政，
教化树模，
谭公督湘，
惟
［18］（ P257）

”
幄决策，
嗣以时事日非，
遂赋式微。
据唐璆后人
说，
唐大圆所撰《衡永郴桂观察使鍊心公传》“是在先父
辞世三年后，
先母检集先父遗墨，
即日记、
杂志、
札记等
［18］（ P9，
注释②）
。而
共十余册，
着人送请唐大圆先生所作”
赵炳麟、
萧香荄之序文则均作于唐璆尚健在的 1921 年，
而且与唐璆《自序》同刊于其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中，
［18］（ P3）

，
而《鍊心学果》一书又是唐璆“亲身付梓成帙”的
说明这些序文是经他看过、认可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唐大圆说，
唐璆拜贺金声“学兵法”； 在江苏武备学堂学
，
习过 有志于陆军； 又被蔡锷“荐往郭人漳营”，并“奉
委”回到湖南武冈招过 160 名兵勇，还统带过一阵子。
赵炳麟说，
唐璆“壮年赞松坡将军，
从事军旅”，萧香荄
说他幼岁“已具安边之志”，
中年后“佐军戎于西蜀，
参
大义于南滇”。“佐军戎于西蜀”，当指参赞军事于广
西，
之所以没实指广西，是为了修辞上对偶下一句的
“参大义于南滇”的需要，
并不能因唐璆事实上没在“西
蜀”（ 四川） 从事军旅活动就认定其为不实之词。否则，
唐璆不可能将其与他的“自序”同时刊印在自己的著述
之中。至于“参大义于南滇”，
则是说唐璆参与过云南
一些重大的正义事业，如他倡导成立过反对英、法侵
略，
救云南以救中国的筹滇协会，
先后出任过辛亥腾越
［20］（ P7）
、
起义后成立的张文光滇西军都督府“秘书”
云南
军都督府的参议，
并作为蔡锷的“密友”参与过与滇西
［21］
“
”
军都督府 和解 的谈判 ，
为云南军都督府政务会议
［15］（ P572）

起草过“应付投效人员”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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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血
邓江祁提出的第三个关键性直接证据是，
獉獉獉
感热血，
以爱力吸爱力”这两句在击椎生文章和唐璆的
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
信件中都出现过的话，
究竟是谁先说的，
即究竟是唐璆
的信写在先，还是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先。如邓江祁
所说，
它的确是我认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
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关键性直接证据。邓江祁针对我
依据唐璆的信写于 1908 年 1 月 21 日，
击椎生的文章发
2
28
，
“
表在其后的 月 日 提出 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
于击椎生的文章，
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
［6］
信”的看法 。批评我“犯了一个最致命的低级错误”，
即“对一个中国妇孺皆知之事的无知”。还“拿这种根
本就不靠谱的‘证据’来‘说事’，岂不太失严谨，对历
史、
对蔡锷、
对唐璆太不负责？！ ”理由是我“阴历、阳历
不分，
把阴历直接当成了阳历”，未加辨析就将唐璆给
梁启超的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 1908 年 1 月 21 日。因
“在彻底推翻”我这个“自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举
此，
世震惊的‘结论’之前”，需要他先给我“及其文章的 6
位实、
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某某核心期刊的主编、
副主编
和相关编辑们补一堂微天文历史知识课”。经过他依
据《万年历》的换算和文豪梁启超“文思敏捷”及其他可
能性的“推知”，
他认为“‘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即便换算成公历也应当是‘公元 1908 年 2 月 22 日’，
而
［6］
不是曾先生所谓的‘公元 1908 年 1 月 21 日’” 。邓
江祁认为唐璆此信“只能大致确定为 1908 年 6 月 8 日

以前，
而不是像《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辑推定的
‘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和曾先生所说的 1908
年 1 月 21 日”。“再从唐璆信中希望梁启超将发刊词
（ 按： 指筹滇协会机关刊物《筹滇》杂志的发刊词） ‘早付
来璆处，
以便付印’等语来看，
我们又不难推知，
唐璆写
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 6 月很近了，极有可能
就是 1908 年 4 月或 5 月 21 日。因为当时梁启超一直
就在日本横滨，
再说一篇发刊词对于文思敏捷的梁启
超而言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因此所有的问题三五
天之内即可全部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
梁启超的发
《筹滇》杂志第一号就立即于 1908 年 6 月 8
刊词一到，
”于是，邓江祁推断： “不是击椎生的文
日印刷出版了。
章引自于唐璆的信，
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
［22］
。
”
章

◆ 学术争鸣 ◆
如此说来，
判定唐璆这封信究竟写于何时便极为
，
重要了 不但成了判定击椎生与唐璆到底谁引用谁的

极激烈，
极和平，
无暴动，
亦可喜也。璆来此
路事，
年半矣。学界情形亦极留心，总之为我者多为国

关键细节，
而且成了判定击椎生是蔡锷还是唐璆的关
键证据。不在这里交代一下当初我是怎样判定唐璆这

者少，
书生多而豪杰少，无论甚么团体，赞成者多
国事日坏，
人心难挽，
清夜思之，
不禁
负责任者少，

封信的写作时间是 1908 年 1 月 21 日的，
就无法解决究
“既不辨真伪，
竟是谁“犯了最致命的低级错误”，
也不
加考证，
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观预设，只要符合自己的
［22］
‘口味’，
不管是牛是马，
就不假思索地拿来便用” ，

流泪。璆本政闻社员，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隶之语，
不知先生怪责否？ 璆发此言，实实有因。
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前月中，
璆至一友人处，谈及我国前途，在座者七
八人，
有三四人云： “皇太后崩驾，康、梁两先生必

因而在“二万多言的文章中，
错误连篇累牍，
惨不忍睹，
［1］
不胜枚举”，
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 。更无法确定邓江

回国，
回国必掌重权。我等在政闻社，
他日亦可占
”璆心快口快，
势力也。
直答云： “皇太后死后，
乃我

祁所说梁启超“文思敏捷”，
写这么一篇《发刊词》“也不
“所有的问题三五天之内即可全
过是一袋烟的工夫”，

国存亡一问题，此最难解决者。政闻社为救国而
起，
非徒为占势力也。君等不思研究救国之法，
惟

“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 6 月
部解决”，
很近了，
极有可能就是 1908 年 4 月或 5 月 21 日”这样

”璆时声
预知后来之势力，
已失政闻社之本意矣。
色俱厉，
数人无以答。比有湘人成君亦在座，
大为

的“推知”是否准确无误。
关于唐璆这封写有“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

愤慨。成君慷慨士，
与璆至交，
后与成君言彼数人
？
：
“
何以与我为此言 成君云 彼辈专以得利禄为

力”两句话的信，
邓江祁说得很对，
的确只署有日子，
即
［22］
“西二十一日” ，
意谓阳历的 21 日，
既没有月份，
更无

事，
以君头上有发，
以为宦场办事人。其实政闻社
员不知平和改革之意，
以为主张立宪，
乃是附和政

年份，
怎么认定它写于 1908 年 1 月 21 日呢？ 坦白说，
我并不是从前辈的现成研判中，
如认为它写于“光绪三

府，
如此辈者约居多数，
真知平和改革之精意者实
”后璆到处留心，
少数也。
益信成君之言为不谬，
心

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以及唐晋源、
唐晋湘所编《唐璆
文集》中记载的其他三种日期中自以为是地挑选一种

中实愤慨不已。以野蛮革命党，
惟妄言妄动，
欲利
用外人，虽亡国不顾。二辰丸军火，果是彼党所

定下来的，
也不是单纯从唐璆此信的内容中判定它写
于 1908 年 1 月 21 日，
而是与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另一封

为，
真大可忧。而附和立宪者又多不知立宪之精
意，
即自己所抱造桓、文主义，此时疆臣中实无其

信的对比研究中作出这一判断的。为免断章取义之
恕我不得不忍心消费一下读者的宝贵时间和精力，
嫌，

人，
亦徒劳想象，心中之苦，莫可言喻。苦人说与
苦人听，惟向先生长言之也。率意草草，祈恕不

先把唐璆另一封用以与此信对比的信，
一字不差地抄
录如下：

恭。敬请道安，伏祈赐诲为祷。如小徒唐璆顿首
谨上。

任公先生大人道鉴：
前上两函，
想邀尊览。《发刊词》如已作就，
恳

再者，
去冬从彭君手收到惠款百元。此款未
，
来之先 璆已扯空四十余元矣。两月余来，
现已用

于日内付来； 如先生事务太多，
万不暇作，亦恳赐
函示知为感。此间任编辑员者，
亦均办试验功课，

尽，
祈先生于日内再付百元，以济困难也。璆再
［18］（ P89—95）
。
及

作者亦少（ 既文章太少，
即可不作杂志，可照四川
铁路改进会办法，
即名为筹滇协会报告，
可否？ 如

此信虽未署写作时间，
年、
月、
日皆无，
但却能从信
函所述内容中较为准确地将其推断出来。第一，唐璆

何？ 恳赐示为感） 。璆作一长篇，
万三千字，此时
不暇全抄，
特录前节敬呈尊览，
祈有以指教也。时

“不作杂志，
在信中说，
如果梁启超为因“文章太少”，
可
照四川铁路改进会办法，
即名为筹滇协会报告”① 而写

事日逼，
莫可如何。二辰丸事，
东京于数日前特卖
号外，
璆阅之血涌气结，
食难下咽，
以璆之心苦，
愈

的“《发刊词》如已作就，
恳于日内付来”。这意味着唐
璆写这封信时，梁启超虽然“文思敏捷”，写这么一篇

知先生之心更苦也。庆邸秉国钧，
张袁握枢要，
铁
良掌兵权，
海内外忧国志士，
此时真无用才之地。

《发刊词》“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
但很可能如唐璆
所说，
因“事务太多，
万不暇作”，
的确尚未写好，
因而没

除改良社会，
作育人才，
真无下手之方。璆自到东
京，
少有畅快之日，惟去冬听马先生演说，不禁精

“日
能给唐璆“付来”，
不得不恳请梁启超“如已作就”，
内付来”。而“《筹滇》杂志第一号”又的确如邓江祁所

神鼓舞，
为之快者数日，
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江浙

说，
由日本人池田宗平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日

①实际上后来还是作为“杂志”刊印的，
并取名为《筹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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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 年 6 月 8 日） 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可知此信
当写于 1908 年 6 月 8 日之前。这也说明，
信中虽然两
“皇太后死后”，
次提到“皇太后崩驾”、
但并不是说慈禧
“死”
太后在唐璆写这封信的时候真的已经“崩驾”了，
了，
而只是他们急切盼望慈禧太后死去的一种心愿。
紧接“皇太后死后”下面一句话，
说“君等不思研究救国
之法，
惟预知后来之势力（ 按： 即‘皇太后崩驾，
康、
梁两
先生必回国，
回国必掌重权’） ，
已失政闻社之本意矣”，
其中“预知”一词可清楚说明这话仅仅是在座的“三四
人”谈论此事时的预设心愿，
更不能因为慈禧太后死于
1908 年 11 月 15 日，
而推定此信写于慈禧太后“崩驾”
之后。第二，
信中两次提到“二辰丸”问题，
一次说“二
辰丸事，
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 另一次说“二辰丸军
火，
果是彼党所为，真大可忧”。经查，所谓“二辰丸
”
事 ，
实指 1908 年 2 月 5 日广东海关缉获日轮“第二辰
丸”私运大宗军火，
予以扣押，
并卸下该轮所悬日本国
［23］（ P104）
。“既然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又有
旗一事
史料记载 2 月 19 日，驻北京“日使林权助请外务部转
告两 广 总 督 张 人 骏 释 放 日‘第 二 辰 丸 ’，并 索 赔
［23］（ P106）

以热血感热血，
爱力吸爱力”内容的“前函”，
不就可以
1908
1
21
？
确定写于
年 月 日了吗 这样判定唐璆这封
信的写作日期，何错之有？ 怎么就是“阴历、阳历不
未加辨析将唐璆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阳历 1908
分”，
年 1 月 21 日？ 又怎么可能是“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
离该刊付印的 6 月很近了，
极有可能就是 1908 年 4 月
或 5 月 21 日”？ 我判定的时间怎么就不符合事实？ 有
了这封信的准确时间，
怎么可能“不是击椎生的文章引
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
了！ 邓江祁凭什么“彻底推翻”我提出的“绝对不可能
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
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
自于唐璆的信”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 仅以这
种推后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与提前击椎生发文时间
的办法来否定“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是不是也
“美
算“失败”了？ 是不是也算“竹篮打水，
全盘皆输”，
轮美奂的宏伟大厦原来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之上，
虽然
蔚为壮观，不可一世，但一阵微风过后只能是灰飞烟
［6］
灭”了 ？
其实，
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的问题，无
论是旁证还是直接证据，
皆非仅此几例而已。就旁证

，
说明此信写作时间离此事发生的 2 月 5 日
不太久，
不会晚于 2 月 19 日。可见，此信应写于 1908
年 2 月 19 日之前。第三，
信中还提到唐璆“自到东京，

而言，
尚可举出如下事实，以证明击椎生不可能是蔡
锷，
而可能是唐璆。

少有畅快之日，惟去冬听马先生演说，不禁精神鼓舞，
为之快者数日，
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所谓“去冬听马

一是 1907 年 11 月 5 日，唐璆在致梁启超的信中
说： “蔡君松坡自去岁至今，
璆止得其一函，
不知先生处

先生演说”，
实指 1907 年 12 月 15 日政闻社在东京开会
马良在会上发表演说一
欢迎该社总务员马良（ 相伯） ，

［18］（ P73）
”
另有函来否？ 乞示知为感。
唐璆此言说明他自
1906 年至写信之日止与蔡锷的联系并不紧密，两年间

偿”

［23］（ P98）

。由此可以肯定，唐 璆 此 信 写 于 此 事 之 后
事
1908 年 2 月中旬之前是毫无疑问的。

对他的情况相当隔膜，
以致不得不
仅收到蔡锷一封信，
向梁启超打听情况。如果真如邓江祁所说，击椎生就

既然能准确判定唐璆此信写于 1908 年 2 月中旬
，
之前 那么，
就不难确定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含有以下内
容的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了： “璆在此间求学，原是第二

是蔡锷，那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唐璆曾“游两广者年
［18］（ P72）
，
余”
又是蔡锷荐入郭人漳营参赞军事的老部

事，
求同志则真是第一事也，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
”因为唐璆在 1908 年
爱力，
欲组成一真国民志士之党。

下、
老朋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被邓江祁认
定为蔡锷的击椎生已在《云南》杂志第四、
五号发表《云

2 月中旬之前的这封信里说过： “璆本政闻社员，
何以前

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以及第七、八、九号先后发表
《游青山别墅》、《春日登塔陵》、《招魂社大祭》、《感

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隶之语，
不知先生怪责否？ 璆发此
”而唐璆含有“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
言，
实实有因。

《回国有感》、《日法协约问题》和《感怀》（ 二首） 、
怀》、
《感时》（ 二首） 等 9 篇诗文。唐璆也在发表击椎生《云

爱力”内容的这封信里恰恰说过这样一段话： “璆观政
獉獉獉
闻社中人，奴隶人格居多数，真国民人格居少数之少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数，
真可痛哭者也。彼野蛮革命党，则无知无识，除虚
獉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 獉獉
声鼓吹，
实行暴动外，
别无他事，而附和立宪者则甘为
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18］（ P83）
奴隶。天下可痛之事，
谁过于此？”
可见，
此信正
獉獉 獉獉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是 1908 年 2 月中旬之前这封信里说的“前函”。而此

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文的《云南》杂志第五号上发
表了一篇署有其真姓实名的《救云南以救中国》文章。
两人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
所议又是共同关心的
“救云南以救中国”的问题，
如果击椎生就是蔡锷，
两人

信原件明确标注了写于“西二十一”，
也就是说是西历，
21
，
即阳历 日写就的 而下一封信写于 1907 年 12 月 15

联系。那么，
作为蔡锷的击椎生见到两年前曾被自己
荐入郭人漳营参赞军事的老部下、
老朋友的唐璆竟与

日以后 1908 年 2 月中旬之前，
依此推算，
这封含有“欲

自己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总不至于没一点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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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能如此波澜不惊，无一丝一毫的热络感觉吗？
即使唐璆并不知道击椎生就是蔡锷，
而未主动与蔡锷

◆ 学术争鸣 ◆
不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云南问题交换交换意见吧？ 即使
因公务缠身未能与唐璆多联系，
也不至于在两个年头

唐璆后人也说过： “本来，家藏先父唐璆遗墨文物甚丰
……据说有旧时民屋‘两楼房’之多。可惜在 20 世纪

里仅仅只写过一封信，
导致唐璆对他相当隔膜，
只好向
梁启超打听情况了。只有这个与唐璆在同一号《云南》

［18］（ 《前言》，
P3）
50 年代初被毁失殆尽。
”
因此，说唐璆的家
并非毫无根据的
境可与击椎生诗作中的描绘相匹配，

杂志发表文章的击椎生不是蔡锷才有这种可能性。而
从唐璆到 1907 年 11 月还对蔡锷的有关情况如此不了

推测。

解来看，
也说明这个击椎生不是蔡锷，
所以没有与他联
系，
否则是不至于造成唐璆不得不转而向梁启超打听
［18］（ P74）

他极为羡慕、能得到梁氏“多方教诲”
的蔡锷的
情况的。而击椎生与唐璆如果是同一个人，唐璆信中
所说的这种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当然，
这也只是一
种推测，
并不是关键证据。
二是如前所说，击椎生曾两次在自己发表于《云
南》杂志的诗作中披露其家庭境况。一为 1907 年 7 月
20 日，
他在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诗中说： “我亦有亭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击椎生诗中描述的家境虽然
较为符合或接近唐璆的家境，
却不能因此就断定唐璆
的家境是唯一符合或接近击椎生诗中所描述家境的，
很可能在唐璆之外，
还有第二、
第三，
甚至第四、
第五个
人的家境也与此类似。正因如此，我认为也不能把击
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
与是不是蔡锷的问题完全等
同起来，
以为证明了击椎生不是唐璆，就一定是蔡锷。
因为这是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的两个问题，
说它有联
系，
是说如果有事实证明击椎生的确是唐璆，
那就说明
；
他并不是邓江祁所说的蔡锷 如果有事实证明他不是

”一为是年 8 月 28 日，他在
深竹里，
也思归去听秋声。
《感时》“其二”诗中又说： “故园今夕月明夜，
庭院梅花

唐璆，
那么，
在唐璆与蔡锷同居一地，如日本东京或国
内的条件下，即可能是蔡锷也可能不是。一个再简单

”其中，
“梅花”一词乃状物拟人之词，
寄远诗。
既可以是
真实的“梅花”，
也可以是诗人心中思念的人，
当然也可

不过，
也是人人皆可理解的道理是，即使不是唐璆，也
可以是李璆、
王璆或者是张璆。可见，
邓江祁不同时在

二者兼而有之。击椎生家中既然有隐现在“深竹里”的
小“亭”，
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以及在“月明”之

搜求击椎生是蔡锷的证据上下工夫，
却一味试图以证
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办法来证明他就是蔡锷，
其实并

夜翘首期盼他“寄远诗”的心上人，
说明他的家境不致
太差。以此对照蔡锷和唐璆的家境，
能够与此相匹配

非万全之策。要想证明击椎生是蔡锷，邓江祁还得回

的自然也只能是唐璆，
而不是蔡锷。因为不仅邓江祁
说过，
而且蔡锷研究者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
即蔡锷出
母亲王氏是“两三岁的时
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
“所
候被父母带着在外逃荒”时被一“王家老人”救下，
以也就姓王了。一直到她去世，
也没有一个名字”。其
“先是在家接活为人缝纫，后在镇上一家商
父蔡正陵，
店当店员，
还做过一些小生意”，母亲“王氏则在家煮
酒、
磨豆腐”，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①。蔡锷出生
于如此贫寒的家庭，
怎么可能不但“有亭深竹里”，
还有
种满“梅花”的“庭院”呢？ 反观唐璆的家，
完全有此可
能，
因为他在向梁启超介绍自己经历时曾明确说过，
自
1902 年贺金声率大汉佑民灭洋军起事失败被杀后，他
“仇视政府之心日益加切，
更散尽祖遗之产，
以蓄壮士，
［18］（ P39）
，
交豪杰……实欲身为破坏之先锋”
这说明他的
家庭还是比较殷实的。唐璆虽在信中说他散尽了“祖
遗之产”，
还如前所述，
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请求梁氏于
日内再给他寄上“百元，
以济困难”，
但也因他还有“不
［18］（ P9）
得不留此身”的“老母”和“原配”妻子“朱氏”
的
“散尽”了吧？ 何况
存在，
总不可能连房产都一起卖了，

过头去找找在以上所提四个击椎生就是蔡锷的所谓
“证据”之外，
有无其他尚能证明他就是蔡锷的证据，
而
不是仅仅在他是不是唐璆方面白费力气。因为如上所
即使不是唐璆，
也可能是李璆、
王璆或者是张璆。
说，
至于 1913 年 7 月 15 日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
《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击椎
生”，
是否就是唐璆的直接证据，虽然迄今未能发现唐
璆这时有何函电、
文章以及专讲宪法问题的著述，
似乎
已难以从这方面判断“此击椎生”是否就是唐璆。但
是，
我们仍然可以从唐璆 1921 年所著并留存至今的
《鍊心学果》一书，
以及其亲朋旧雨与“门生”们为此书
所撰写的题诗和《序》中找到若干这方面的证据。如唐
璆友人刘仁航在其所撰《题唐先生〈鍊心学果〉》一诗中
介绍唐璆生平时说过，
作为“衡岳秀”（ 湖南衡岳的优秀
［18］（ P252）
“奇慕南阳葛，
。所
人才） 的唐璆，
高追东山谢”
獉獉獉獉獉
谓“奇慕南阳葛”，
即是说唐璆特别羡慕、
敬仰出山前隐

居于南阳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而“彼击椎生”1907 年 9 月 28 日在《云南》杂志第九号
发表的一首《感时》诗也透露了类似的思想感情。该诗
写道： “满天秋色在冰壶，皎皎初心倍觉孤。一纸约章

2—3 页。又见丁凤麟、
①参见邓江祁《护国元勋蔡锷传》（ 岳麓书社 2010 年版） ，
第 1、
施宣圆《护国运动主将蔡锷》（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第 2 页；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
第 16 页； 谢本书《蔡锷大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
第 3 页，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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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痛，
千秋疑案党人诛。从今大地无完土，
安得扁舟
。
，
。
”
有钓徒 江上数峰青如故 莫教番舶下荆吴 “彼击椎
”
生”在“一纸约章”下自注说： “英法、
日佛、
日俄等约。
在“安得扁舟有钓徒”下自注说： “吾乡士夫多有隐志且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13］（ P80）
”
欲他适以避祸者。
综观全诗及“彼击椎生”的自
獉獉獉獉獉獉獉
注，
可以清楚看出，
所谓“从今大地无完土，
安得扁舟有
钓徒”，
说的是“彼击椎生”目睹“英法、
日佛、
日俄”等帝
国主义列强彼此签订置中国于“亡国”之痛的“一纸约
章”，
十分期盼中国有志之士能勇敢地站出来拯救国
“吾乡士夫”却“多有隐志且欲
家、
民族的命运。可是，
“彼
他适以避祸者”，
使他感到相当羞愧和遗憾。可见，
击椎生”对怀有拯救国家、
民族危亡的“隐志”之士也是
高度崇拜和敬慕的，
对其“欲他适以避祸者”则不以为
然。刘仁航的题诗清楚说明，唐璆与 14 年前的“彼击
椎生”的思想感情不仅“高度一致”，
而且一脉相承。而
唐璆既然对刘仁航介绍他像“彼击椎生”崇拜、敬慕能
勇敢站出来拯救国家、
民族危亡的“隐志”之士一样“奇
慕南阳葛”的思想品格未加否认，
还将其题诗安排于所
著《鍊心学果》一书之首，
加上他 14 年前在日本东京创
办过“联合同志，
购［讲］求为国保滇之策，
以竞存滇省
［24］
权利，
巩固国家疆圉”为最终目的之筹滇协会 ，
也以
真实身份在《云南》杂志发表过《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文
［25］

1913 年 7 月 15 日发表在云南《南针》杂志上《读王君亮
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吗？ 所谓“所主张
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
不就是反对“排外之主义”的
又一种表述吗？ 不就是“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
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主张的国家“主权之所在”应
“不应属于人民”吗？ 紧
完全“采葡萄牙宪法之规定”，
“直宜采普（ 按： 指德国） 、
日（ 本） 宪法之规
急命令之权，
定，
曰： 大总统为保持公共之安全及避其灾危，视为紧
急必要，
于两院闭会不能召集，
得发不反于宪法代法律
但于次会期必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政府须
之命令，
“宜釆日
公布其对于将来无效力”吗？ 紧急财用之权，
本宪法之规定，曰： 大总统为保全公共之安全，有紧急
需用，
因内外情形不能召集国会，
得发命令为必要之处
分； 但应于次会期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吗？ 由此可
见，
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
而且还是唐
击椎生与彼击椎生”一样，其实都是唐璆，
璆自己在其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中捅破这层窗户纸
的！ 因为他不但没有否任刘仁航题诗中关于他仰慕出
山前隐居南阳的诸葛亮的记载，
还亲口表达了对限制
袁世凯统治权力和主张“排外主义”者的不满。
既然邓江祁以上提出的三个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关
键证据均已被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而其他四个证明击

章 ，
不但对专以维护“滇省权利”的《云南》杂志很熟
悉，
而且对“彼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诸多诗

椎生就是蔡锷的关键证据也被事实否定了。特别是经
唐璆亲自审阅过的《鍊心学果》，
又证实了 1913 年发表

文也不陌生，
无异于默认了他就是“彼击椎生”。
又如，
倘若从“此击椎生”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

《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此击椎生”，
与
1907 年发表《感时》诗的“彼击椎生”，
在人生经历和思

如邓江祁所说，
就是对王
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
宠惠所拟宪法坚持采“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并不赞

想观念方面与他自己极为一致。那么，还能说击椎生
就是蔡锷而不是唐璆吗？ 邓江祁讥讽别人只“摸到大

同”，
而主张“扩大总统权力”这一事实出发，
验证他与
，
，
唐璆关系的话 那么 无论是旁证还是直接证据，都有
可说明“此击椎生”就是唐璆的蛛丝马迹可寻。旁证有
如上所说刘仁航《题唐先生〈鍊心学果》》一诗，
直接证
据有唐璆自己所著的《鍊心学果》一书。刘仁航的题
诗，
在介绍唐璆生平时还说过这样两句： “兴来舞双刀，
獉獉獉獉獉
［18］（ P252）
”
得时不忘驾。
所谓“兴来舞双刀”，
是说他处世
獉獉獉獉獉
能力超强，
办起事来文武双全； 所谓“得时不忘驾”，有
注者将“驾”解释为“乘、骑”，当误，说的是他得志之时
没有忘记犹如古代皇帝一样的最高统治者，
实际暗指
不忘扩大袁世凯的权力。而唐璆《鍊心学果》一书也有
言： “今我国以共和之名，
而变成唐末藩镇之局。借自
治之名，而图割据之私，总统等于虚设，强藩跋扈无
獉獉獉獉獉獉
”又说： “诋陆王为异端，
伦。
骂康梁为禽兽。目光如豆，
口 若 狂 吠。 所 主 张 者 仍 属 拳 匪 排 外 之 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18］（ P268、
268—269）
”
义。
所谓“总统等于虚设”，不就是主张
獉
“扩大总统权力”的另一种说法吗？ 不就是“此击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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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大象的腿、
耳朵、
鼻子、
嘴巴和身子“统统
象的尾巴”，
就急不可待地断言”击椎生“八九不离
都还没有摸到，
“当然是过于天真，过于浮躁，也过于武
十”就是唐璆，
［26］
断了” 。令人遗憾的是，邓江祁似乎连“大象的尾
巴”也没“摸到”，
更不用说其他了，
就急不可耐地断言
击椎生“绝非唐璆，
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
护
［2］
国元勋蔡锷将军” 。究竟谁更“天真”、“浮躁”？ 谁

更“武断”？ 也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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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that
Ji Zhui Sheng Was not Cai E but Tang Qiu
ZENG Ye －ying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 On Yunnan Magazine，published in Japan from 1907 to 1908，an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12 to 1913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re appeared an
author Ji Zhui Sheng who published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Who was him？ This problem did not get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some research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author was Cai E，but some others suggested that he was Tang Qiu． Tang was a member of Political
News Society who positively advocated building Yunnan Society from 1907 to 1908 in Japan with an aim
of “saving Yunnan in order to save China．”Clarifying this issue was necessary for us to practically evaluate Cai E and Tang Qiu． This is responsible for history as well as Cai E and Tang Qiu．
Key Words： Ji Zhui Sheng； Cai E； Tang Qiu； Yunnan Society； Yunnan Magazine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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