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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电 （记者 匡丽娜）风雨巴山遗
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4月2日，“英雄心胆依
旧在——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邹容系列讲座暨邹
容纪念馆开馆”系列活动在上海举行。作为本次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邹容的曾孙女邹小菲、玄孙
曾令堂，来自重庆和上海的部分专家学者，以及上
海各界群众一起祭扫邹容墓，表达了继承先烈遗
志，传承先烈精神的共同意愿。

去年重新布展昨天开放

邹容（1885—1905），出生于重庆的一个商人家
庭。原名邹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留学日本
时改名邹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1903
年著《革命军》名动天下，后因“苏报案”入狱。1905
年4月3日，年仅20岁的邹容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
狱。1912年孙中山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

既然邹容是重庆人，为什么葬于上海？原来，

邹容在上海去世后，上海华泾（今上海市徐汇区华
泾镇）一个叫刘季平（又称“刘三”）的人冒着杀头的
危险，为邹容收殓遗骸，将其安葬在自家黄叶楼旁。

2004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将黄叶楼异
地保护于华泾公园内。2007年，黄叶楼被改建为
邹容纪念馆并免费对外开放。2017年，上海市徐
汇区华泾镇人民政府对邹容纪念馆进行重新布
展，于2018年4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

沙画AR再现邹容革命事迹

修复后再次开放的邹容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徐
汇区华泾路868号（华泾公园内），整个展览分为求
索之路、革命号角、苏报风云、奕世流芳四大主题板
块，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史料的展示和多媒体高科技
展览手段的运用，向观众展示了“革命军中马前卒”
邹容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革命军》对后世的深远
影响。

纪念馆的布展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互相交
融，用沙画、AR互动等形式让年轻人对英雄的一
生有更直观的理解。例如，求索之路展厅悬挂的
一组连环画及一个互动游戏将邹容的这段经历刻
画得微妙维肖。这组连环画描绘了1903年邹容
与陈独秀、张继等几个留日学生一起戏辱大清驻
日学监姚煜的场景。在现场，观众可以比比看谁

“剪辫子”更加厉害。
“邹容纪念馆的开馆，标志着对邹容的纪念形

成了重庆与上海东西呼应，长江相连的态势。意
味着对邹容的纪念持续不断，代代相传。”西南大
学教授周勇称，邹容纪念馆是国内第一个以邹容
为主题的纪念馆，它的开馆标志着百年来，对邹容
的研究和展示达到了新水平。

让邹容精神代代相传

在本次活动中，渝沪两地的专家学者围绕近

年来对邹容的最新研究进行了讲解。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以《邹容思想的当

代价值》为题演讲，指出邹容炽热的爱国情怀、嫉
恶如仇的伟大品格、富而思进的优秀品质、独立的
思想境界，值得我们今天大力继承和弘扬。周勇
以《关于邹容的社会主义信仰之探讨》为题，讲述
了他与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最近10年来对
邹容的最新研究。他说，“在生命最后时刻，邹容
的思想出现了从反满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进而向着社会主义信仰转变的趋势。”

“在重庆，渝中区也开展了祭奠邹容的活动，
希望今后重庆和上海能联手举办相关活动，让更
多人铭记历史。”渝中区政协副主席戴伶说。

“作为邹容的后人，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2岁的曾令堂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作为年轻的一
代，将把邹容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当的精神代代
相传。

今年4月 3日，是邹容逝世113周年的纪念
日。4月2日，上海举行了“英雄心胆依然在——纪
念近代民主革命家邹容系列讲座暨邹容纪念馆开
馆”系列活动。来自重庆、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专
家、学者和各界群众参加了此次活动。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活动继承革命者的光荣传
统，用他的精神鼓励众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和中国力量。”与会者说。

从小就是个“叛逆”少年

在人流如织、繁华喧闹的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
步行街，有一条从东到西穿过解放碑的街道。它汇
集了20余家金融机构，10多家大型商业中心，还有
英国、匈牙利等国领事机构。这条街名叫邹容路。
133年前，邹容在这里出生。当年，这条街里叫做
夫子池洪家院子。

邹容的父亲叫邹子璠，是一名商人，经营棉纱、
棉布和杂货生意，他在重庆城内县庙街开有商号

“利川升”，还与人合伙开了“同镒园”。邹家子女8
男4女。邹子璠给这名男婴取名叫蔚丹，多年后，
这名男婴留学日本，自己改名叫邹容。

“邹家原籍为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周勇对邹容
做过30多年研究，他说，当时邹家迁居四川巴县木
洞及磁器口对岸的石马河，大约1882年搬入重庆
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原解放碑颐之时餐厅附近），
后来又从夫子池迁到小较场定居（原五一电影院对
面，邹家人称此处为邹家祠堂，抗战时被日本飞机
炸毁）。

邹容自幼聪明，“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
书》皆上口”。邹子璠希望邹容能和他大哥一样循
规蹈矩、热心仕途，因此，把邹容送入重庆经学书院
学习。

哪知邹容早已厌恶腐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
想，他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即清代官
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

1896年，邹容第一次参加童子试。科场上，不
少考生见题目晦涩，要求考官解释，但遭拒绝，邹容
忍不住站起来和主考官辩论。考官从未见过如此
大胆的考生，便差人打邹容手心二十板。邹容毫无
惧色，指着考官大声说道：“我得罪的是你，为什么
要差人打我，要打你来打！”说完气愤地退出了考
场。因为邹容的特立独行，经学书院的同学们都戏
谑他为“谣言局副办”。

1901年，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尽管邹
容顺利通过预选，但当时的官府却以邹容“聪颖而不
端谨，不合条件”为由，取消了邹容官费留日资格。

邹容便央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不想，
邹容的舅舅刘华廷等人坚决反对。他劝邹容说，

“中国之弱，仍是天运盛衰之理……天下汝一人岂
能挽回……”。还告诫邹容：谭嗣同奔走救国，但结
果是人头落地，祸及父母，殃及族人，孰好孰坏，要
三思。

当时，年仅16岁的邹容针锋相对，他认为，这
些话全是毫无生气的“老成谋国之见”。如果人人
都怕死，又何谈杀身成仁呢？中国如此，正是因民
族惰性使然。“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
义务也。”他甚至在给父亲的信里说：这种亲戚，不
如没有。

《革命军》发行100万册以上

“邹容16岁离开重庆东渡求学，探寻救国救民
的真理，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重庆。”周勇说。

1901年秋，邹容踏上东去征途。先在上海停
留，补习日语，次年九十月间到达日本。在日本，邹
容勤奋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
史。在日本，邹容还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
始人的陈独秀先生。

当时，陈独秀也正在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日本
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清政府为了约束
留日学生，专门派遣学监到日本督学，其中南洋学
生监督姚煜（文甫）常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
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

1903年3月的一天晚上，邹容和陈独秀、张继、刘
季平、翁浩、王孝缜等人闯入姚的卧室，“由张继抱腰，
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几
人将姚煜的辫子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旁边写
上“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为此，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捉拿邹容等人，邹
容与陈独秀、张继等不得已回到上海。

“邹容在日本只度过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但
是这8个月，却是他革命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周
勇介绍，在日本期间，邹容写成了《革命军》一书，以

“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回国后，邹容特请章太炎
修改并作《序言》，章太炎称许《革命军》为“义师先
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经费，交大同书局
承印，于1903年5月初出版发行。

《革命军》共7章2万余字，该书一出版发行，即在
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据了解，从1903年起，《革命军》先后在上海、新加坡、
日本、香港、美国等地，翻印29版，发行100万册以上，
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风行海内外。

1903年，孙中山亲自携带《革命军》至檀香山
进行宣传，与保皇派展开辩论。1904年，孙中山赴
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刊印《革命军》1.1 万余册。
1906年，孙中山又多次写信要求南洋华侨加快翻
印《革命军》，以作宣传鼓动革命之用。孙中山还把
重建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以记邹容之
功。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高度评价了邹容对
辛亥革命的功绩：“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
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

如今的上海邹容纪念馆，陈列了数个不同版本
的《革命军》。学者一致认为，《革命军》提出了“中
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发展了孙中山“建立合
众政府”的革命思想，充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方案的理论内容，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武器。

重庆学者公布最新研究成果

“在生命最后时刻，邹容的思想出现了从反满
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进而向着社会主义信
仰转变的趋势。”在4月2日上海举行的邹容研讨会
上，周勇说。

这个结论是周勇和蔡斐历时10年的最新研究
成果。周勇研究邹容多年，蔡斐也在近十年加入，
他们合作对邹容生平，尤其是“苏报案”进行了深入

研究，发掘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档案，查阅了
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
利亚的相关档案史料，著成《邹容集》《邹容与苏报
案档案史料汇编》两部著作，还原了邹容因苏报案
入狱前后的故事。

1903年5-6月，上海的《苏报》刊登了《革命
军·自序》《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几篇文
章后，清政府勃然大怒，随即勾结西方列强查封了
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
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章太炎首先被捕。当时，邹容正在一位英国传
教士家中，听到消息义愤填膺。他独自步行到租界
监狱，自报姓名要求入狱。那时，邹容年仅18岁，
英国巡捕见他一翩翩少年，哪像举国震动的《革命
军》的作者，以为是精神病狂徒，喝令走开。邹容大
义凛然，怒斥巡捕：“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
此小册也。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
之”，慷慨入狱。

1903年12月4日下午，对邹容的正式庭审开
始。出席的人有以观审为名出席庭审的英国驻沪
副领事翟理斯、清政府上海知县汪懋琨、清政府谳
员邓文堉、清政府代理律师古柏，邹容等人的辩护
律师琼斯和爱立斯。

庭审采用英美法系交叉询问的模式。这天的庭
审记录全文发表在1903年12月12日上海出版的英
文报纸《字林西报》上：

古柏：这本小册子（指《革命军》）表达你现在的
观点吗？

邹容：不，我己经改变了此前的观点，我现在有
新的观点。

古柏：你现在不再倡导反清排满？
邹容：我现在拥护社会主义。
……
古柏：你就没有买一本或者问一下那里可以买

到《革命军》吗？
邹容：没有，因为我现在想知道的是社会主义，

对之前的观点没有兴趣。
……
古柏：你还出版过其它的书籍吗？
邹容：我没有写过其它书，我正准备写关于社

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
……
辩护律师琼斯交叉询问邹容：
琼斯：你希望看到改革吗？
邹容：没有。我在《革命军》中阐述的观点是错

误的，现在我想倡导社会主义。
在这段不长的庭审讯问记录中，邹容四次提出

自己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明确表示自己拥护社会主
义，并准备撰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

对于邹容的上述表现，庭审第二天（1903年12
月 5 日）的上海《新闻报》用中文纪录了相同的内
容，还透露出一个细节——邹容要作《均贫富》。

古律师问邹曰：尔心即改变，意欲何为？
答：现想作《均贫富》书，使天下人共享均平之

福……
而同一天的上海《申报》也有类似记录：
庭审中古律师（问）：书（指《革命军》）中意思，

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答：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

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
而不问。

“《新闻报》与《申报》大致类同，只是《均平赋》
被记载为《均贫富》。这种差异可能是两报记者在
在法庭上听邹容口头辩护时，理解不同或听音差别
所致，实质上都是‘平均贫富’的表达。”蔡斐说。

为什么当时的邹容会有这样的思想转变？对
此，周勇和蔡斐从时空、认知和邹容结识的朋友等
方面做了分析。

其一，1902年至1903年的日本和上海都有着
社会主义传播的土壤，邹容具有接触社会主义的可
行渠道。

其二，“均贫富”既源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也
呈现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学者的表述中，邹容将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表述为《均平赋》或
者《均贫富》符合当时的认知水平的。

其三，在1903年前后，邹容在当时是青年的思
想领袖，所以，邹容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倡导社会
主义”的言论，并不奇怪。

周勇说，“沿着邹容生命的轨迹，可以清楚的看
到，从最初敬仰谭嗣同的改良主义，到追随孙中山
的民主革命路线，最后是自觉地追求社会主义，邹
容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民族独立解放中思
想的不断进步和自我提升。今天我们讲中国梦，核
心是民族复兴，而邹容则是追寻中国梦、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先驱者。所以，邹容不仅是重庆人的骄
傲，也是世人尊崇的民族英雄。”

邹容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4月2日下午，上海徐汇区华泾路1018号，邹
容烈士的墓园安静肃穆。墓道两旁青松苍翠、樱花
盛开。

1905年4月3日邹容去世后，刘季平获悉，从
日本返回上海，不顾清政府的查究，买通狱卒，冒险
在四川义庄会馆的乱坟堆中找到邹容灵柩，并在上
海华泾自家土地上选择地势较高的三亩地，挖掘墓
穴，砌好砖椁，作为营葬邹容之所。此后100多年
来，由刘季平义士和他的后代，一直守护着邹容墓，
至今这样的传统已延续5代人。

133年前，邹容诞生在重庆。
113年前，年仅20岁的邹容，为理想信念而捐

躯，葬身远隔故土千里的上海华泾。
113年之后，来自重庆和上海两地的专家、学

者，和邹容的后裔，以及社区各界群众在邹容墓前
三鞠躬，默默上前，献上了寄托哀思的花篮和小白
花。

“我们这些重庆人，是怀着对邹容的深深缅
怀而来，也是怀着对刘三刘季平先生和他的后人
满满的敬意而来，更怀着对上海的朋友们的感激
之情而来的。”周勇说，邹容的一生是为民族解
放、国家富强、人民谋幸福的一生，这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年中国的中国梦。在100多年后的
今天，我们来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富而思进，追
求真理；勇立潮头，道义担当；血性刚强，兼收并
蓄的精神，以此激励更多人，追溯革命先驱为实
现中国梦的初心，激励人民自觉地担负实现中国
梦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先烈邹容留给我们的宝
贵精神财富。

用现代技术再现英雄革命事迹

国内首个以邹容为主题的纪念馆开馆

英雄心胆依然在

邹容 无法忘却的纪念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他，是中国
近代民主革命
家、思想家，无
论中国或是西
方 ，凡 内 容 涉
及“ 中 国 近 代
史 ”的 著 作 或
教 材 ，都 会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
无一例外。

他 ，是 中
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写下革命
篇 章 的 重 庆
人，所著的《革
命 军》被 誉 为

“ 今 日 国 民 之
第一教科书”。

他 ，曾 被
孙中山追赠为

“陆军大将军”
荣 衔 ，并 赞 叹

“惟蜀有材，奇
俊瑰落”。

他 ，就 是
邹容。

核心提示

图一：邹容纪念馆外观。
记者 匡丽娜 摄

图二：重庆专家学者上海
祭扫邹容墓地。

记者 匡丽娜 摄
图三：重庆的邹容烈士纪
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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