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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之战领导台湾“淡水大捷” 他是光绪亲笔提祭的“良将”
后人拼接身边活的历史 家族记忆唤醒史学良知

七人，十年，万里接力寻根
“发现”湘军台湾抗敌民族英雄孙开华
本报邀您一起寻找孙开华后代，征集相关资料

活动主办：

三湘都市报
华声在线
长沙网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
和文史委员会
湖南省图书馆

这是一个英勇的湖
湘家族故事。故事的起点
是慈利县柳林铺，第一主
角，是近代民族英雄孙开
华， 晚清中法战争台湾
“淡水大捷”的功臣。

这也是一个执着的
历史寻根故事。 无论是
军人、 教授还是一介草
民，他们年龄参差职业各
异但身份一致：因血脉之
亲、敬仰之情走到一起的
寻根者。

从常德、 长沙到厦
门、台湾，从孙培厚、孙健
到覃常盛、周星林……十
年来七人万里接力寻根，
从未放弃。2014年4月7
日，他们来到慈利县石马
村孙开华的墓前祭拜。
百年时空的家族与寻根
故事，在寂静的墓前完成
奇妙的交错对接。

“历史， 让我们如此
相遇。”孙开华的后代、媒
体人孙健这样感慨：“冥
冥之中，人类天赋的史学
良知，基因一样无法褫夺
地在历史温润的河床上
悄然苏醒，并勃发出婴儿
般成长的活力。历史怎会
忘记？历史怎能忘记？！”

历史其实就活在每
个人身上，每个人身边。

孙家媳妇的“疯狂”：踩着
三轮车福建寻亲30天

66岁的覃常盛，自18岁
嫁到柳林铺，每年都会在清
明祭拜孙开华。墓地就在她
家屋后不到500米的地方，
一串鞭炮，一叠香纸，年年
如此。

2008年， 慈利县将岩
泊渡镇的几栋木屋子，作为
孙开华的故居，申报湖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 消息传出，

柳林铺的乡亲不服气。“孙
开华是柳林铺的人，为什么
故居在岩泊渡？”遗憾的是，
孙家大院在1943年被日本
人烧毁，拿不出确凿证据。

2009年， 覃常盛突发
奇想，要去福建寻亲。因为
孙开华当过福建提督，她觉
得在福建也许找得到孙开
华的后人， 能查到一些资
料。 她扛上一辆三轮车，坐
大巴车到福建后，就天天踩
三轮车，打着“寻找民族英

雄孙开华后裔” 的横幅，走
遍了晋江、厦门等地。 为了
省钱， 她一天吃一顿饭，住
50块钱一晚的小旅馆。

在福建辗转30多天后，
覃常盛还真的找到了厦门
孙氏祠堂乐安堂的几位后
人和一些资料。 孙培厚曾
问堂嫂为什么要这么做。她
的回答很干脆：“我没啥文
化，但我知道孙开华是我们
地方上的民族英雄，我是孙
府的媳妇。”

湖南慈利柳林铺→福建厦门

【回放】

1884年10月1日，台湾淡水。
法军入侵， 时任淡水提督的孙
开华率湘军奋起抗敌。10月 8
日，孙开华杀入法军阵中，亲自
夺取法军的国旗，取得“淡水大
捷”。法军司令孤拔战死，法国
内阁倒台……

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惟
一彻底获胜的战役。《清史稿》
特别记载孙开华的英勇：“（孙）
开华锐身入，手刃执旗卒，夺其
旗以归。诸将士见之，气益奋，
斩首二千余级， 法人遁走”。西
方人评价淡水之战：“黄种人军
队第一次与欧洲人短兵相接而
没有丢脸。” 失败者的酸溜溜，
更加凸显中国战胜者的光荣。

一位军人的童年记忆

太阳落山， 村口大槐
树下，老人围坐闲聊“孙九
大人坐台湾”， 一旁的孩子
们听得入迷……

人到中年，孙培厚眼前
总会闪现这样的童年记
忆。 他出生在慈利柳林铺
（现为零阳镇） 石马村，从
小听村里老人讲“孙九大
人”的逸闻。比如他妈妈怀
他正好九个月，所以叫“孙
九”；因为长得挺拔高大，又
叫“孙美人”；孙九染上赌博

的恶习，输光了安葬母亲的
钱，只好将母亲用稻草一裹
随便埋了。没想到那个地方
竟是风水宝地，保佑后人出
将入相。后来孙九加入湘军
鲍超麾下，果真成了一员大
将……

小时候的孙培厚很骄
傲祖先里出了个“大人物”。
后来他才知道“孙九大人”
叫孙开华，因为“淡水大捷”
保住了台湾，被誉为自郑成
功“开台”以来的第二位民
族英雄。台湾很多百姓家的
“神坛”上都供有他的神位。

2004年， 孙培厚对还原家
族史的欲望更加强烈，开始
不断搜寻孙开华的资料。

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
放历史剧《台湾1895》。孙培
厚买来碟看了好几遍。但剧
中的孙开华不学无术，还是
一个实足的嫖客。“这完全
是丑化孙开华的形象！”为
孙开华正本清源，成为孙培
厚“寻根”的一大动力。 但
真正激发孙培厚行动的，是
他的堂嫂覃常盛。2010年，
孙培厚无意间听到她的“疯
狂”故事。

关键词： 覃常盛(66岁，孙开华第六代旁系，现居慈利县零阳镇石马村)

关键词： 孙培厚（50岁，孙开华第六代旁系，现为常德市常武医院院长，现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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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 慈利→ 长沙

【回放】

1893年， 时任福建
提督、54岁的孙开华因
病而逝。22岁的光绪帝
闻讯，亲笔撰写《祭孙提
督文》：“朕维奋武攸贤，
听鼙鼓而思良将。”清政
府诏令孙开华原籍之地
建立专祠，予赐祭葬，谥
号为“壮武”。

长沙市中心医院→长沙县安沙镇

【回放】

1894年， 甲午战败
后的台湾被割让给日
本。 孙开华之子孙道元
毁家财置军械训练义
军。 仆人劝他，“朝廷能
忍心割让， 主人又何苦
力争？”孙道元慨然：“我
为将门之后， 焉可成顺
民耶？” 战斗中他身负重
伤， 不肯撤离， 战死疆
场。“吾力已尽， 可以见
先人于地下耳！”他战死
后， 妻子张秀容将一对
儿女托人交给苏州的姐
姐继续抗日， 战败后饮
弹自尽。

孙开华的另一个儿
子孙道仁 ，1884年随父
参加了中法战争 。1911
年7月，他出任福建水陆
提督。 1913年，孙道仁响
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
命，率军讨袁，于7月20
日宣布福建独立。

长沙→台湾

【回放】

“淡水唱，淡水欢，孙九大人坐台湾。法寇
见他丧了胆，夹起尾巴一溜烟……”这是台湾
曾广泛流行的一首民谣， 以纪念当年孙开华
护台之功，并有“台湾不可一日无孙”之说。

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和淡水大捷，台湾
淡水民众每年都会在农历八月十四日举行
纪念活动。2004年台北建城120周年，也是中
法战争爆发两甲子，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曾
评价：“当时如果没有清兵与台湾志愿军奋
力抗争，打败来势汹汹的法军，不但是台北
市的历史，连台湾的历史都会改写。”

【尾声】

写历史小说，拍电视剧……

2014年3月19日， 孙培厚接到厦门大学
国学院院长陈志平的电话： 今年10月是抗法
战争130周年，台湾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
将举办孙开华将军研讨会。 这个迟到了很多
年的消息，让孙培厚高兴了很久。4月17日，博
物馆再次致信， 期待孙家后人及相关研究学
者能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

去台湾寻亲， 这是孙培厚他们多年的心
愿。他们听说台湾还有孙开华的后代，但一直
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 目前他在大陆找到的
孙开华资料不多， 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他
希望能在台湾有新的发现。寻亲团最新的收获
是，他们在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镇新安村一位
叫孙培富的老人手中， 找到了民国22年的孙
氏族谱。 族谱中有一位湖北学政给孙开华写
的长达28页的家传，记录了孙开华做的善事，
如慈利县挨着澧水河边的渡口被恶霸占据，
后孙开华出钱买了一条船， 请人每天接送村
民，那个渡口就是慈利有名的“将军渡”……

孙培厚很想系统整理孙开华的资料编写
成传记，甚至拍成电视剧或电影。孙健则有一
个心愿：写一部孙开华的历史小说。他买了很
多有关晚清海防的书研究， 还想汇聚更多的
媒体力量，找到苏州孙道元那对儿女的后人。

如今，孙健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经常
缠着父亲讲孙开华的故事。听完后他总会像
大人一样感慨：没想到我的祖先这么厉害！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刘玉锋

图/实习生 余劭劼 记者 童迪

互动
孙开华寻亲团和本报在采访过程中，发

现孙开华的相关资料不多，甚至找不到他的
一张照片。孙道元在苏州的一双儿女，也至
今杳无音信。若有相关人士珍藏有孙开华的
照片与资料，或有其相关后人的下落，欢迎
拨 打 本 报 联 系 电 话 0731-84329424 或
96258。

没想到“酒话”成真，成立研究
课题组

周星林是孙培厚“寻根”计划
的第一个合伙人。 堂嫂的行动既
让孙培厚钦佩， 又让他感到光凭
一两个人力量太小。 周星林是研
究晚清人物的学者， 对家族史兴
趣浓厚，孙培厚决定“发展”他。

2011年，两人在常德的一家
餐馆吃饭。孙培厚问他，愿意一
起研究孙开华吗？周星林以为这
是饭局上的“酒话”，随口答应。
时隔一年， 孙培厚又找到周星
林，聊了一个多小时。周星林这
才意识到孙培厚是认真的。随
后，周星林成立了孙开华家族事
迹研究课题组。

课题组做了几件事。2013年
实地探访孙开华慈利县柳林铺
故居，这里已没有孙开华的直系
后人。故居所在地几个孙家后裔
各自建了房子。墓地也在“文革”

时遭到毁灭性损坏。2012年底，
覃常盛掏了4000元钱，在孙开华
的墓地立了两块麻石碑，一块是
墓碑；另一块碑刻了光绪帝给孙
开华写的祭文。

2013年12月17日，课题组第
一次赴长沙探访了孙开华的孙
女，90岁的孙克俊老人。这是当时
课题组找到的孙开华唯一的直系
后代。 周星林称她是寻找孙开华
足迹唯一的“活线索”。

“要是爹爹还在世，肯定会拿一
把刀把这些日本鬼子都杀了。”

周星林还记得，那天下着小
雨，他和孙培厚等一起去拜访这
位耄耋老人，收获不小。老人家
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常听父亲
孙道信讲祖父的故事。祖父“从
未打过败仗”， 有一股抗击侵略
者的血气， 在慈利威望很高，被
乡亲们称为“老帅”。孙克俊还见

过他的一张照片， 高大威武、仪
表堂堂。但上世纪50年代，这张
惟一留有孙开华影像的照片弄
丢了。

最令课题组高兴的，是老人
说1937年她跟随父母搬迁至柳
林铺的孙家大院，在那里生活了
11年。 在老人的记忆中院子占
地5亩多， 门口有一块金匾，为
“孙壮武公府”， 还有一副对联
“安邦思良将， 保国念贤臣”。
1943年11月， 日本人一把火烧
掉了慈利， 孙家大院也被烧了。
孙克俊跟着父母躲到山上，她依
然记得当时父亲紧握拳头，咬紧
牙齿蹦出一句话，“要是爹爹还
在世，肯定会拿一把刀把这些日
本鬼子都杀了。”

周星林一直记得，谈到孙家
大院被烧毁时， 老人泪流满面，
情不能禁。 当孙培厚离开时，老
人拉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关键词： 孙健（44岁，孙开华第六代旁系，长沙媒体人）

心灰意冷之际，知道不是一个
人孤军奋战

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台湾1895》， 也让长沙媒体人
孙健开始关注孙开华。 此前，他
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位先祖。
电视剧令他想起了家乡流传甚
广的“孙九大人保台湾”的故事。
他第一次找来父亲参与编修的
族谱，竟发现原来自己的家族与
百年来中国近代风云有如此深
厚的渊源。

这个发现让他十分激动，也
颇为遗憾。家族里有这么一位了

不起的民族英雄，自己身边有这
么鲜活的历史，此前他竟然一无
所知。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孙开华
时，碰到的也大多是茫然。他不
仅想寻找自己的家族历史，也想
让更多人了解孙开华这位被淹
没的民族英雄。

孙健开始四处搜寻资料，但
除《清史稿》里的《孙开华列传》
有较权威的记载外，已很难系统
地找到相关史料了。他还很注意
搜集孙开华的儿子孙道元与孙
道仁的资料。2008年，他跟父亲
去寻访厦门孙道仁的公馆。但这
趟厦门之旅也没找到什么资料，

孙健颇有点心灰意冷。
但共同的追寻目标总会让

他们相遇。2013年，孙健接到了孙
培厚打来的第一个电话。 两位寻
根路上的孙氏后人从此接上了
头。孙健非常兴奋，自己不是一个
人孤军奋战。2014年2月， 身体不
佳的孙克俊老人进入长沙市中心
医院疗养。孙健、孙培厚、周星林
等赶到老人的病床前见面， 湖南
几家电视媒体也报道了民族英雄
孙开华和其后代孙克俊。 这次媒
体之力，让寻访有了很大的转机。
另一位孙氏后人的出现， 成为寻
亲路上的意外惊喜。

关键词： 孙家柚（69岁，孙开华第四代嫡亲，其爷爷是孙道礼。现居长沙县星沙镇）
黄柏强（50岁，现就职于长沙县统战部）

“这是我家的荣誉证书嘞！”

“这是天意！”孙家柚用这个
词形容与姑妈孙克俊的重逢。今
年2月的一天，孙家柚突然看到
电视里的镜头对准了孙克俊。这
不是姑妈吗？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是在20多年前。 孙家柚第二天
就去医院看望她， 也很快与孙
培厚、孙健他们接上了头。

出乎孙培厚和孙健意料的
是， 孙开华曾在长沙县安沙镇
白塔村置有房产， 长沙县竟然
还有3支孙开华的直系后代。孙
家柚就是孙开华的第四代。这个
新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已。 2014
年3月6日， 孙家柚陪同周星林
等人来到长沙安沙镇， 这里聚
居了20多位孙开华的直系后
代。 但长沙县的孙家大屋已在
文革中被毁。

在孙家柚的家中，大家还看
到了他一直珍藏的宝贝：1884

年孙开华抗法保台取得胜利后，
光绪皇帝赐给他一块“福”字金
匾。文革时期，20多岁的孙家柚
将这块匾藏于一名村民家。
2012年， 他掏一万多块钱将这
块匾从这名村民手中买了回
来。有人说他不值，不就是一块
匾么？ 年近古稀的孙家柚大着
嗓门回应，“这是我家的荣誉证
书嘞！”

“我从来不知道， 老爹爹这么
有名。”

孙家柚买匾的事，在星沙镇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自发研
究孙开华的黄柏强找到了孙家
柚。2012年初， 黄柏强无意中看
到一篇文章《消失的古墓》，文中
提到民族英雄孙开华在长沙县
的墓不知真假。黄柏强觉得有必
要搞清楚，四处搜集相关资料。

2012年底， 黄柏强与孙家

柚见面。孙家柚以前只知道老爹
爹当过福建提督、 台湾帮办，没
想到他还是中国百位近代民族
英雄之一。“我从来不知道，老爹
爹这么有名嘞。”见面的第二天，
孙家柚就写下了长达十页的回
忆录《近代民族英雄孙开华的点
点滴滴》， 谈到孙开华在长沙县
安沙镇白塔村置有房产，有后人
居住在此。

黄柏强则通过实地考查，采
访孙家后人等方式， 撰写了数
千字的《民族英雄孙开华魂归
何处》一文。他认为孙开华就葬
在长沙安沙镇， 他的墓曾有两
次被盗。周星林等人也推测，慈
利孙开华的墓应该是衣冠冢。
现在， 长沙孙开华的墓地原址
已被一块晒谷坪以及村民的杂
屋代替。 听村中的四五位老人
回忆，孙开华的墓很大，墓基地
全部由石砖石条砌成，坟前是八
字形的石墙。

关键词： 周星林（51岁，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院长）
孙克俊（90岁，孙开华之子孙道信之女，现居长沙市长岭社区）

家族故事，长沙街巷……您可以讲，也可以写
欢迎文史社团及爱好者和我们一起走进社区

【征集】
本报与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一起征集历史素材，

首批征集主题为“难忘的家族人物与家族历史”、“长沙的城市记忆”、
“亲历国企改革”。若您有其他特别的记忆，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招募
◇招募校园及社会等各类文史社团成

为本次活动的志愿社团，并有机会参与本报
的采编实践。本报也可跟进报道社团已经开
展的相关主题活动。

◇招募文史爱好者， 要求文字功底好，
善于沟通与倾听，会拍摄微纪录片、有一定
口述实录经验者优先。可成为本报活动的志
愿者，有机会参与本报的采编实践。 符合条
件的文史爱好者，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
史委员会可聘任为文史资料通讯员。

◇招募社区参与本次活动，一起摸底了解
社区成员情况，一起开展抢救性的口述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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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柚一直珍藏的宝贝：一块“福”字金匾。这是孙开华抗法保台取得胜利后，光绪皇帝赐给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