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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张汇滔的是安徽督军倪嗣冲。

安徽颍州人倪嗣冲，是袁世凯的心

腹和死党。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命令他

从河南带兵南下攻南京，和张汇滔民军

在皖北颍州血战的就是他的部队。后

倪军伤亡五六百人，倪军入城就大肆烧

杀报复，上千民军将士和家属被残杀，

包括张汇滔的叔父和堂兄弟数人。倪

一时有“倪屠夫”之骂名。

在涡阳、蒙城、正阳关一线交火时，

倪军有16名党羽被张军捕获，为给辛亥

被杀烈士复仇，张汇滔下令：“速决，以

免后患。”两人的结怨更深。

张汇滔来上海，是想执行“七省行

动计划”，首要之举就是调遣部属在安

庆、芜湖、合肥等地同时起兵，然后围攻

蚌埠消灭倪军，再沿江向两翼苏、赣发

展。

这一计划从酝酿到初步拟订，前后

商量有10余次之多，相当严密。可惜革

命党人也有卑鄙之人。张汇滔手下的

营长夏永伦和卫兵郭世武、加上一个原

淮上军军官高运，3个人为倪嗣冲悬赏

张汇滔的巨额奖金，定下了在张汇滔居

住的寓所周围盯梢，伺机下手的计划。

那些天，张汇滔常晚上单枪匹马到

莫里哀路（今香山路）孙中山公馆商量

行动方案，他们就决定在途中国恩寺旁

树丛中设伏下手。事发当晚，张汇滔正

怀揣那份奉孙中山指示修订的《沿江七

省整饬党务、军政之述略》，赶往孙公馆

去。不料，那3个歹徒下手了。据事后

查明，坐在前面马车里接应的是夏永

伦，开枪射击的是郭世武和高运。刹那

间，张汇滔便倒在血泊中了。

孙中山当下决定隆重追

悼安葬。对在场的廖仲恺、

居正、于右任等人说：“汇滔

丧葬，援宋教仁、陈其美例优

治。待我党革命成功，定国

葬于孟介。”1920 年 5 月 23

日，上海各界人士千余人公

祭张汇滔，孙中山前来出席，

并在白丝绢上亲挽“国魂不

死”四个大字。 张亚琴

1909年秋，为尽快组织成立寿州团

防局，王庆云只身前往马厂集，找来好

友张汇滔、袁家声、同盟会员权道涵、段

云、张伦等人，商定将寿州东乡作为革

命力量发展的立足点，把各乡青壮年组

织起来成立联庄会，分区发展会员，以

维护秩序为名，伺机发动起义。

王庆云办团练，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的消息不胫而走，辐射皖北各县，凤台

的廖海粟、廖梓英；凤阳的田淑扬、刘武

安；定远的方绍舟、张万侯；怀远杨修

斋、杨耀南闻风而动，带领民众纷至沓

来，一时间，寿州团防局被王庆云扩展

的兵强马壮，声势浩大。

1911年武昌起义后，王庆云首先以

咨议局代表身份劝促巡抚朱家宝主动

宣布独立，遭其顽固拒绝，王庆云宣布11

月5日发动对寿州的全面进攻。

进驻寿城后，张汇滔说道：“国不可

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群龙不可

无首，要立即完善组织，成立淮上革命

军司令部”。此番建议得到众人认可，

经大会公选，一致要求王庆云出任总司

令。

1912年 3 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

时大总统，任命孙毓筠为皖督，柏文蔚

与王庆云等人奉命协助其统一安徽政

局，此时，安徽军政归于统一。

1929年后，中原大战爆发，为反对新

一轮的军阀混战，王庆云、袁家声退出

军政职务，归隐阔别已久的故土。1936

年，王庆云病逝。

张亚琴

寿州三杰：绝对的精神领袖

1882年4月6日，张汇滔出生在一个中过秀才的私

塾先生人家。16岁，他弃文习武，入安庆武备学堂从

军。1905年，张汇滔东渡日本，入东京警监学校并结识

了黄兴、宋教仁、秋瑾、徐锡麟、廖仲恺等革命志士，他

的寓所阳明学社也成了革命活动的据点。孙中山先生

到日本发起同盟会时，他是首批会员之一，被孙中山任

命为江淮分会副会长。

1907年，张汇滔和其他共6人受命潜回国内，计划

到南京混入新军，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以推动革

命。可惜有人变节事败，他侥幸脱逃回故乡。

此后两三年间，他先后参与策划震动全国的徐锡

麟、秋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皖浙联手起义；熊成基率兵

发动的安庆马炮起义。每次行动，他都死里逃生，又眼

看同志们血流成河。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誉的“黄花岗”

之役，他任第二批“江皖先锋队”领队，在香港乘船赶往

广州海中，黄兴因情况突变仓促发动，结果大部分英烈

血染沙场。张汇滔在船中悲痛吟诗：“只送良朋去，不

见旧友归，来日再举时，功成魂魄飞。”

在成立淮上革命军后，他推荐王庆云任总司令，自

己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率义军向江淮各地进发，至南

京光复前，已攻占安徽长江以北各府、县。袁世凯派大

军南下征讨革命军，他统领安徽革命军又与袁军在颍

州死战，2万部众战至仅余千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张汇

滔也孤身脱险来上海，辗转去日本和孙中山等人会

合。他是中华革命党第一批按指印的23名党员之一，

并被任命为安徽支部长兼中华革命军江北、皖北司令

官。多次潜回上海谋划反袁起义，策动了肇和舰起

义。孙中山任命张汇滔为大元帅府参军，并让张做他

的个人代表北上联络各方力量。张在北京秘密会见

了皖系军阀要人段祺瑞、徐树铮，接着又转至湖南密

见也是皖系军阀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规劝他们服从孙

中山。

张汇滔的忠诚和才干，孙中山深为赞赏。

孙中山的联络员

1920年 1月29日晚7时许。上海法租界维而蒙路

（今普安路）虽街灯明亮，但车马行人渐稀。张汇滔在

路上急促地走着。突然，枪声响了，他无奈地看着暗杀

的人远去，无力地倒在了街头。

赶来的巡捕把张汇滔赶快送到邻近的海宁医院救

治，后又转到广慈医院。广慈医生再度打开已简单包

扎的伤口，发现他身中4弹，有2粒弹

头在体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

发现，张汇滔的双手紧紧地捂住兜里的一份题为《沿江

七省整饬党务、军政之述略》的文件。

在医生们实施紧张救治时，医院的病房前来了一

大群人。孙中山、章太炎、于右任、廖仲恺和宋庆龄等

革命要人纷纷赶来。医生们意识到了这个中弹人的重

要性，气氛顿时紧张了。

但是悲剧还是不可避免，第三天上午9时，这位被孙中

山称作“革命家”的张汇滔终因伤重不治去世了。上海的

《申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刊都竞相报道了这一事件。

突然发生的血案

王庆云、张汇滔、袁家声，这是寿县历史人物中不得不提的三个人，在淮上军里，他们是绝对的精神领袖。

提到张汇滔，“国魂不死”这四个大字就会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作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他一直深受孙中山的器重。当他

带着孙中山的任命，潜回国内，策划革命时，他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可是，他倒下的地点不是战场，而是被暗杀在街头，生命轨迹走到

尽头的那年，他才38岁。

农民出身的王庆云，被寿县儿女公推，以农会代表的身份当选议员，出席省咨议局会议时，获得了老奸巨滑安徽巡抚朱家宝的

信任，成功地潜伏在敌人中，为寿县的光复争取了从容的机会。

淮上军的另一位副总司令袁家声，要比张汇滔英年早逝幸运得多。这位曾经的陆军少将返回故里时两袖清风，生活全靠两个

儿子和舅父许道九接济，但不受人馈赠。为了淮上军死难家属抚恤之事，找到何应钦据理力争，要求国民党政府拨款。 1960年8

月18日，他在合肥病逝。

巨额奖金下的刺杀

张汇滔：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屡次死里逃生

王庆云：衙门里的“潜伏者”

1879年，隶属寿州东乡的王家圩子，有位乡绅

王本焕喜得贵子，起名庆云。虽然日后家道中落，

但让孩子识文断字，谋取功名，日后好光耀门庭的

思想，在王家也不例外。王本焕打探得知临近的马

厂集，有位塾师，学生众广，颇有授业经验，在家设

馆，广招门生，于是决定将庆云送去求学。

王本焕备足学钱，领着刚满10岁的庆云前去马

厂集拜师学艺。先生名叫李永，惜才重义。王庆云

上学后，李永发现他读书勤奋，聪颖好学，于是更为

细致调教，庆云学业大进，文章吐翠，且处事灵活谦

让，先生甚为器重。五年学期已满，为使孩子仕途

有望，李先生又将16岁的庆云介绍至水家湖，转从

一位王姓塾师进一步深造。从此，王庆云更加刻苦

自励，勤奋努力，才华初显。1899年春，寿州开科取

士，王先生鼓励他前去应试。已年满20岁的王庆云

果然中了秀才。

一举中得秀才

结识众多义士

寿州城外柏家寨有位青年，志向高远，在城内

创办“阅读报社”，推崇洋务，立志新学，远近闻名，

名叫柏文蔚。励志青年纷纷前往，与其纵论时事，

王庆云也慕名前去拜访。在柏文蔚的启发下，王

庆云深觉双方志同道合、话语投机，颇有相见恨晚

之意。在“阅读报社”的这段日子里，王庆云又结

识了孙毓筠、张树侯等人。大家以《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以及《革命军》等书传阅，比照现实，

更加蔑视清政府苟延残喘。

眼看国难当头，王庆云和柏文蔚等众人决定

组织“天足会”，成立进步组织，把资产阶级改良思

想付诸初步实施之中，寻求救国图存。“天足会”是

提倡不缠足的一个民间组织，在王庆云等人的倡

导下，积极提倡去除妇女缠足的陋习。

1905年2月，陈独秀与柏文蔚联合安徽武备练

军营和安徽公学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

端甫等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以陈独秀为

会长，反清为宗旨，尽力排满。紧接着又设立南

京、安庆两处分会，分别由柏文蔚、常恒芳分任会

长，是年秋，已是“岳王会”首领的柏文蔚回到了寿

州，立刻联络王庆云，要求其秘密协助发展“岳王

会”组织。

一同前来的还有日本监警学校毕业回国的张

汇滔和袁家声。

1909 年春，清廷强令各省年内成立咨议局。

民主选举在当时国人眼里是陌生的事物，安徽新

任巡抚朱家宝也不知从何处入手，迫于朝廷时限，

朱家宝在仓促中临时决定，每县举荐的代表，应有

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作为担保。

各地的官吏学子，大多数因经济实力有限，部

分乡绅商贾，恐怕自己的钱财露白，官府会多征赋

税，因此，对当选咨议员这一职位毫无兴趣，多为

放弃。此时的寿州农会，得知要组建咨议局，建议

王庆云参加议会，因为他一旦入选，可以掩盖身

份，以更好地寻求起义时机。

时值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不久，朱家宝正四

处缉拿革命党人，稍有革命动机的人员都被逮

捕。王庆云不顾险境，前往省城，被录为正试议员

(安徽首批88位正试议员)。

朱家宝对王庆云颇为赏识，会上决定在寿州

设立团防局，委任王庆云为团防局长，调拨700支

毛瑟枪，平定皖北“贼乱”。

冒险参加议会

出任总司令

读书4 年后，袁家声因为家境贫寒辍学，等到

再入学时他已有11岁了，到20 岁时，他父亲行医

收入增加，他又继续求学。考中秀才后，他留在乡

间教书。

那时，袁家声常与同乡张汇滔、柏文蔚等谈论

时事，对清廷的腐败痛恨不已。在前往芜湖的徽

州师范学校后不久，他就投笔从戎，到安庆考入安

徽炮兵弁目学校。学校的革命组织“慰心会”就

是袁家声用来联络革命同志的地方。

经吴旸谷介绍，他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

会。有人向督练公所总办宋芳宾告密，说袁家声

与吴旸谷等“谋为不轨”，他们立刻受到“即日驱逐

出境，不准逗留”的处分。袁家声回到寿县芍西。

袁家声回乡后，接到上海同盟会总机关指示，

要其到安庆做筹备工作，以响应广州起义。袁到

安庆后，设立皖北旅学生寄宿宿舍作为机关，开展

活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又回到芍西，与

张汇滔、张纶等密议，欲利用“信义会”为基础，乘

四顶山庙会之机，组织武装起义，因事情泄露出去

而被迫中止。

当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袁家声接受密令，筹

划淮上起义。他扮为商人，潜入寿县城，召集寿

县、凤台的郑养源、张树之等同志开会，经密议，决

定农历九月十五日在寿县举义。寿州光复后，淮

上革命军的王庆云被推为总司令，袁家声、张汇滔

为副总司令。

1912 年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袁家

声为同盟会淮上支部长，支部设在怀远。袁部被

改编为第一军第四师第七旅，袁家声任旅长。1

月 11 日，孙中山下令北伐，柏文蔚率第一军由浦

口沿津浦路向北攻击，袁家声率第七旅向张勋部

包抄，打得张勋节节败退，由宿州退到徐州，袁家

声也打到徐州。因南北议和，北伐军撤回，袁率第

七旅回怀远驻防。12 月，革命军进行整编，袁家

声离开军队，到安庆担任国民党安徽省支部总务

股股长，并被推选为皖民公会会长。在安庆，袁家

声创办了《民极报》，后改名《均报》，任总经理。

在讨袁世凯战争失败后，袁家声流亡日本。民

国6 年返回上海，与陈独秀、冷御秋、钮永建等组织

“江皖同志会”。民国7 年春，回寿县、凤台一带，集

数县武装，组织“淮上人民讨倪自治军”，与常恒芳

等34 人，发出讨倪嗣冲通电。袁世凯死后，黎元洪

上台，袁家声随柏文蔚去北京，曾参加“五四”运

动。民国11 年，袁家声在安庆参加废督裁兵运动，

创办《新建设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民国13 年，袁

家声至皖北创立“淮上讨马自治军”，任总司令，反

对曹锟爪牙、安徽督军马联甲。后不为安徽第五旅

所容，率军走河南，部队由河南督办胡景翼改编为

国民军第二军第十五混成旅，袁任旅长。

民国19 年春，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冯

玉祥委任袁家声为第二十七军军长，未及正式参

加作战，讨蒋军即告失败，袁家声逃至寿县家乡隐

避两年。

解放后，袁家声于1952 年移居合肥。朱玉婷

袁家声：秀才的讨护革命

张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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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