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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父 - 孙中山.....？？ 
 
这是非凡的发现，几个星期前我们和一个多年一起打羽毛球的香港

中国朋友喝咖啡时，谈起孙中山先生和中国民国革命。他并没说什

麼，只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张陈旧的照片，便开始描述他的家人与

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他的堂伯父 “ 杨衢云 ” 的故事便这样的开

始了。 

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这张引起议论的照片是在 1898 年一群计划推

翻清朝(中国最后的皇朝)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合照，当中他的堂伯

父杨衢云是昂然坐在前排主要的位置而孙中山先生则站立在后排，

据说蒋介石当时愿意支付一百万元来收购这张照片及其底片。 

杨衢云 1861 在广州东莞出生，幼年随父亲前往

香港定居，在那里受教育及工作，曾任英语教

师，其间认识到西方文明和革命的理论。当外

国人欺凌中国人时他会十分激愤，这使他加强

对民主思想的嚮往，增强了他推翻懦弱无能、

拒绝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满清皇朝的决心。 

1890 年，杨 与 谢赞泰(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出生，

他后来创办了香港南华早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人一起，在香港创办了辅仁

文社。以 “开通民智”、“尽心爱国” 为宗

旨。文社购买新学书报讨论中国的发展及改革

路向，后来主张武力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府。

并秘密筹划广州起义计划。在 1892 年 3 月他们

把社址迁至百子里。 

在 1895 年孙中山先生从夏威夷回到香港，他见

了杨后，他们把辅仁文社和兴中会分会合并成

立了“兴中会总会”（孙早一年在夏威夷成立

了兴中会分会)。由於杨较孙中山年长五岁，且

大部分成员来自辅仁文社，杨遂当选为兴中会

会长。(当时亦称总办或称伯理玺天德，即 

President)。 孙中山先生为秘书。他们立即开

始进行广州起义 (因文社早有计划和部署)。并

赢得一些具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支持，包括大律

师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启，中国邮报的托马斯•

里德 (Thomas H. Reid of the China Mail) 

和香港电报报的切斯尼邓肯 (Chesney Duncan 

of the Hong Kong Telegraph)。计划中广州起

义决定：如果革命成功，选出的会长便是中国

临时大总统。有说两派势力竞争激烈，辅仁文

社成员支持杨，郑士良和陈少白等支持孙。孙几乎被选为会长，但最后杨被选为会长。这场争权

斗争几令革命运动分裂。   

1890 年辅仁文社领导人合照 

前排右起第三人为杨衢云 

                 兴中会领导人 

    从左至右 : 谢赞泰 ，杨衢云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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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起义决定在 1896年 10 月 26日重阳节那天。但在最后一刻，计划被洩露，行动决定推迟两

天。孙中山向在香港的杨发出警告讯息，但无法送达。约 50 名起义人士被捕和 205 支左轮手枪及

弹药等遭没收。最后英国殖民政府在压力下，把杨及孙逮解出香港。孙逃到日本，清廷对两人各

悬赏 1,000 银元收购杨及孙的首级。杨离开香港后，经越南西贡，新加坡再逃抵南非，并在那里

成立了南非兴中会分支，最后他来到日本。 

杨与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他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杨是一名教师而孙是一名医生，无论是

杨、孙及谢都是受中国传统教育而又得到外国进步民主思想。孙中山在旅行夏威夷，澳大利亚等

国家和香港时已经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管理。杨和孙都看到了中国农民的不满和统治者的无能，

他们知道中国改变是必要的了。然而孙当时仍认为君主立宪可在中国施行，但杨则坚持新中国是

一个共和国。 

1900 年，中年的杨衢云回到香港，因有家庭负担，他不得不以教英语为生。但他仍和孙中山开始

筹划另一次在广东惠州起义的计划。1900 年 10 月 8 日，这一次的目标是依惠州沿海地区，推进

至福建省沿海接近的台湾(福摩沙)地区 。孙早到日本试图说服日本人经台湾提供武器。杨则留在

香港做组织及指挥行动。虽然几个冲击清廷的行动已展开, 但最终因日本的武器并没有送来，司

令员郑士良解散了他的部队。在 10 月 28 日，有人企图杀死两广总督(广东及广西)，纾缓惠州起

义的危急形势（这已经是发生在惠州行动的开始......）。炸药虽然爆炸，但是总督没有受伤。

执行者史坚如被捕，并供出杨衢云为主谋。 

杨虽然被朋友警告要逃命，但他没有离开香港! 

190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6 时许，三个刺客抵达杨的房子，一人冲上大门行刺杨衢云。当时杨正抱

着幼子佐芝在家里等待学生补习，他马上把儿子往膝盖下推，欲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出自己的手

枪，但因幼儿坐在膝盖上使抽屉无法打开，他马上拿起桌上的大字典来挡护头部，一颗子弹穿透

了这大字典转射向墙上，再来的子弹便分别击中杨的头部和胸部，刺客眼看见他们成功了，便开

枪射灭了灯泡并逃去。此时，杨衢云的妻子及女儿正在屋子后座睡觉，他的妻子听到声音，怀疑

只是灯泡(时有电灯)坠毁，便叫长女出来看看，女儿发现她的父亲倒臥在地板上，伤口正在冒血。

她的父亲向她取了一条围巾来包紮伤口。 

据香港警方报导他彼移送至国家医院急救。 

 

 

 

 

 

 

 

 

杨衢云告诉警方官员说，说他没有仇人，被剌原因是政治性的。 他

的创伤使他次日殒命，后被同志安葬在香港跑马地墓园内，墓 碑

没有刻名字，(这是他垂危的要求)，成为该地无名碑，只有坟 墓

的记录号“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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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革命的同志认为，如果革命成功后，他的遗体将被运

回中国重新安葬。(结果后来这个请求被当时国民政府拒绝了）。

孙中山在杨被暗杀时身在日本，他除发出慰问信外并呼籲募捐

来帮助和支持杨的家人。这些捐款来自世界各地，尤以来自南

非由杨衢云成立的「南非兴中会分会」为多。 

在互联网上有些（即：未经证实的）传言指孙中山可能早已经

知道计划刺杀杨，但并没有提出甚麼建议。这是我们永远不会

知道真相....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在她的自

传中一直指出“杨衢云” 是“我们共和国的守护神”。惟蒋

介石(在 1927年当时他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时说：孙中山应

为中国之父，而不是杨。当他发现杨坐在前排重要的位置而

孙只是站立在后排次要位置的照片后， 他马上向手下说愿意

支付 100万元来收回这张照片及其底片。然而照片相信被谢

赞泰的家人小心翼翼地收藏而不肯卖出，所以今天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 

 

 

 

 

 

 

 

 

 

 

 

 

 

 

 

 

 

 

随着杨衢云的堂弟杨拔凡在 1988年访问杨的祖居（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们开始集资来建

立纪念他的雕像。当地政府於 1998年在霞杨村口竖立了杨衢云的铜像。杨衢云的堂侄杨兴安已为

他的堂伯父在争取中国成为共和国的路程上所扮演的角色努力了近二十年，他撰写文章、接受报

刊和电视台访问，编写剧本在舞台演出，便是想让多些世人认识杨衢云。他从各方面收集了很多

堂伯父的资料, 其中 2009年初的香港电影 <十月围城> 有暗杀杨衢云的片段（由张学友主演)，

可以说都是受其宣扬影响而加插的。 

 

经杨兴安多年的努力，杨衢云事迹渐广为人知，香港政府当局今年在杨被暗杀的地点放上纪念标

记，更在“6348”无名墓旁放上说明纪念牌匾，确定杨衢云的墓地和简介杨的生平。为纪念杨衢

云及革命同志的事迹, 当局更在辅仁文社当年社址的百子里建成百子里纪念公园。公园位於杨衢

云被暗杀的地点(结志街 52 号)的房子背后。 

 

1898 年杨衢云和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在日本的合照，蒋介石提供了

100 万元，来收回这张照片及其底片，因为它显示了杨衢云（坐在

前排左二），孙中山（站立在后排）的重次位置 

2011 年五月的香港跑马地杨衢云无名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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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是纪念杨衢云被暗杀的地点 (位於香港结志街 52

号和鸭巴甸街交界)。标记亦是孙中山纪念馆中山史

蹟径和中西区文物径的一部分 

加上了说明纪念牌匾的杨衢云无名墓  

(牌匾内容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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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衢云先生在争取中国成为共和国的道路上花了 10 年的岁月，他对中国要成为共和国有坚强的意

志。他的家庭生活被破扰，他不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牺牲自己的前途，更放弃了优薪厚职，

为的只是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中国。110 多年过去了，杨被暗杀以来，他一直躺在一个无名的坟

墓下，直到最近在庆祝辛亥革命 100週年，杨为中国民主革命牺牲才被世人开始认识。 

介绍孙中山认识杨衢云的革命元老尢烈为纪念杨衢云的牺牲写了一本书，名叫《杨衢云略史》，

当中几句对杨衢云的描述如下： 

「公何易而彼何难，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逸而彼何劳，公何优而彼何劣。」 

以见杨衢云的勇，仁，智，之概，而非其他领袖所可及。 

「纪公者，赤度之阳光，而北极之冰雪也。」 

(译者按：如太阳指其功业；如冰雪指其德行操守。) 

所以可以说中国共和国的基础是杨衢云建立的。 

假若这非凡的人物那天没有被暗杀,真的无人知道这世局会有怎样的变化！ 

 

更新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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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衢云故事补述 

世事何其巧合，近来有人写了不少有关杨衢云的文章，成了维基网站最近的热门话题。而近

年在香港一些遊行示威中，也曾见到有人拉起与杨衢云有关的横额。杨衢云的其一堂侄便是我们

在纽西兰羽毛球的球友，他说杨衢云在孙中山搅革命前己进行革命活动。 

还有巧合的是香港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斯图尔特•希弗(Stuart Heaver)读到我们的文章，他

说那是他见过有关杨衢云最详尽的报导。问可否介绍杨的堂侄给他认识，以便写篇详细的报导刊

於报上。 

我们当然乐意，但要先征求杨衢云堂侄的意见。事隔不久，今年 8月 18 日 Stuart Heaver的

文章己刊於香港南华早报上。更用月来热门的美国前中央情报人员史诺登来作比拟。他访问杨衢

云堂侄杨兴安博士和丁新豹博士，后者曾任香港博物馆总馆长，亦是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丁新

豹还猜想杨衢云可能入了英藉，因为杨竟能下葬於当时只埋葬英国人的跑马地坟场。 

Stuart Heaver报导杨衢云的文章的确值得一读。我们倒希望今年十月我们畅遊中国内陆之

后，能在香港和他会面，大家好好谈一谈。 

下列是刊於南华早报的文章的邮址：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

magazine/article/1296869/character-assassination 

 

一些有用的连结： 

维基百科描述杨衢云的文章中有范泰瑞撰述的文章资料  仍会进行更新 
(Wikipedia article on Yeung Ku-wan) 

杨衢云无名墓及纪念牌匾的英文视频新闻报导     为英文片段 
(Youtube video of news report on Yeung's tomb and plaque)  

杨衢云无名墓的音乐片段展现無名墓的庄严    为中文片段 
(Video of Yeung's unnamed tomb and plaque, with solemn music) 

革命先烈杨衢云的贡献得到肯定,墓碑获得正名    为中文片段 
(Video of TV article on Yeung Ku-wan)  

 

芙蓉海岸分社范泰瑞於 2014 年 1月更新的文章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296869/character-assassination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296869/character-assassin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Yeung_Ku-wa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R8KPDZQR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Do-T5AHxE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tKx4X9cq8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