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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年前，刘公岛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以甲午海战为
转折点的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
局。

124年后的今天，刘公岛又牵动了世界的目光。中国确
定了经略海洋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登临刘公岛视察，重申国家复兴的使命。

夏日晴和，天蓝海碧。我来到刘公岛，寻访当年遗迹、
追忆英雄旧事。当年的北洋海军提督署仍在，历经炮火洗礼
的旗顶山炮台、东泓炮台和铁码头、石码头仍在。打捞自海
洋深处的炮舰残骸，创痕斑斑，触目惊心。山腰间耸立蓝天
的北洋海军忠魂碑，密密麻麻，铭刻着数百名英烈的名字，
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场海上大战的惨烈。

掀开刘公岛的一页历史，看到的是一部活生生的甲午战
争史，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

一

北洋海军提督署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中轴线布局，由
照壁、东西辕门、正门和三重庭院组成，画栋雕梁，飞檐翘
角，廊庑回环，气势威严。它作为北洋海军的中枢，亲历了
当年那段落日辉煌岁月，那段屈辱而又悲壮的历史。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封建王朝形将就木，国家机器就
像一棵病树，根本已死，树干已枯。但是，这棵病树上却长
出一簇新枝，开出一朵至美的花朵。经过多年孕育，1888年
12月，清政府在北洋水师、福建水师基础上，正式组建北洋
海军。至此，中国有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其实力居亚洲第
一，世界前列。观其格局之大，不能不令人对当时的肇兴者
产生由衷的钦敬之情。

那是看世界的眼光：海军议事厅内，展示的是1890年6月
一次北洋海军军事会议的场景，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目。议
事厅正面墙壁上，悬挂着3张地图，分别为世界大洋图、南
北洋沿海形势图和大清帝国疆域图。坐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
昌身旁的，是来自英国的总查琅威理。

那是顶尖的装备：定远、镇远等七艘主力战舰，购自英
德。定远舰是北洋海军的核心和旗舰，人们看到的虽然是复
制品，也可让人一睹它当年风采。定远舰的设计，集中了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德国“萨克森号”和英国“英弗来
息白号”的优点，它有坚硬的铁甲、庞大的身躯，杀伤力巨
大的火炮，是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是亚洲第一巨舰，单舰
造价约170万两白银。

那是一流的人才：舰艇管带全部从水师学堂毕业，多数
又被公派赴英法等国留学，学成回国后效命北洋海军。还有
大量的人才来自英法德美等国。来自英国的琅威理两任总
查，将士咸服，那个时期的训练水平也达到巅峰。此外，为
北洋海军服务的洋员达到157人，分布在工程、矿务、外
交、翻译等岗位。战场上，他们像北洋海军将士一样用命。

引才的政策之优惠令人惊叹。总查、总教习月薪为755
两白银，与提督相同，高出总兵两倍多。洋炮手月薪为300
两白银，是中国炮手的18倍。

大清扬眉吐气，海军将士扬眉吐气。北洋海军舰艇曾经
访问朝、日、俄、菲律宾、新加坡等多国，航迹到达北大西
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等，驶入了
蓝色文明。海洋雄师对侵略者形成强大威慑力。处理朝鲜事
件，逼轧日本代表。访问日本，日本朝野见到庞大而先进的
中国军舰，既崇敬又恐惧。

然而，枯木朽株之上，新枝难荣。这朵美丽的花朵，昙
花一现，很快凋零、枯萎了。

二

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东
亚的中国和它的东邻日本，被西方列强打上家门，签订了一
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知耻而后勇。两国都走上学习西方，
变革图强之路。中国为洋务运动，日本为明治维新。前者启
动于1861年1月，比后者要早7年多。中日学习的目的、对象
相同，学什么、怎么学则大不一样。

中国那些颇有世界眼光的朝中重臣普遍认为，中国文武
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中国学
西方，是“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对西方文化，则坚守
“严夷夏之辨”的信条，最多让它作为在枝叶上添绿加彩的
点缀。北洋海军的诞生，实是洋务运动出现的一时气象。至
于政治的清明，则不见一丝一毫转机。

日本朝野普遍的认识是，日本事事不及人。因此，日本
学西方，是“和魂洋才”，改政体，立宪法，设议院，建设
现代军队，普及义务教育，官民并举兴实业。“和魂洋才”
与“中体西用”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上，不是强调对立、抵制，而是寻求求同、融合。明治维新
为日本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历史就是这样巧合。1868年10月12日，日本睦仁天皇举
行即位仪式。他颁布诏书：继述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
辛苦，亲经营四方，安抚汝亿兆，开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
于四方。这既显示出日本国励志图强、蓬勃向上的国运，又
赤裸裸地暴露出其侵略野心。时间前后相隔不远，同治4年
（1865年）春，发生罢黜恭亲王事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开始大权独揽。进入光绪时期，随着光绪皇帝年龄日增，朝
内洋务派、清流派斗得你死我活。光绪帝为清流派绑架，意
欲大有作为，实则严重脱离大清现实。倾向于洋务派的慈
禧，又是一个不顾国民，只顾自己，爱吃、爱穿、爱玩、爱
排场、爱享乐的主儿。接近老年岁月，这种心态更加严重。
大清帝国暮气沉沉，加速衰败，北洋海军也难逃宿命。

日本把争夺制海权作为第一要务。天皇捐款，皇后捐卖
首饰，官员减少薪金，全国全民动员，购军舰，强海军。而
大清王朝，自北洋海军组建之日起，到甲午海战爆发止，6
年中再未增添一舰一炮。1894年3月31日，离甲午战争爆发不
到5个月，北洋海军上“海军拟购新式武器折”，希望进口
新装一批速射炮。提出考虑经费短缺，可以先买12门，首先
装备定远、镇远主力战舰，所需白银34 . 5万两，不需朝廷拨
款，从军费中解决。海军将士望眼欲穿，等来的是朝廷5个
字批示：“该衙门知道”。知道了，没表态，等于不让办！

大清缺钱，但海军军费开支的账单上，却赫然写下1400
万两白银的巨额数字。这笔钱，可以再组建两支北洋海军主
力舰队。那么，钱到哪里去了？被慈禧太后挪用，建造用于
自己享乐的颐和园了。

更有钱外机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
翁同龢公报私仇。与太平天国作战，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丢

了定远城，遭曾国藩弹劾，奏章为李鸿章所撰，一剑封喉，
狠辣无比，翁同书被发配新疆，郁闷而死，翁、李结下深仇
大恨。翁同龢利用手中的权力，动辄对北洋海军掣肘。光绪
十七年（1891年）4月，户部上拟筹饷办法一折，奏请停购外
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在弹药补充方面，翁同龢对北洋海军
也是多方限制。购买炮弹的命令已经签发，却难落实。甲午
海战爆发，定远、镇远的十英寸炮弹只有3发，较小口径炮
弹短缺。

海战打响之前，日本舰队首先发现北洋海军，预作战前
准备。而北洋海军发现敌舰，晚了半个小时。不是设备出了

故障，也不是人的疏忽，原因出在煤上。唐山开平煤矿矿长
张翼，擅自将供应北洋舰队的五槽煤换成散碎的八槽煤，拿
着优质煤到市场上卖高价去了。八槽煤耗损机器，影响航
速，烟尘滚滚，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大怒，张矿长爱搭不
理。丁汝昌找大老板李鸿章说理，照样没用。矿山是洋务系
列企业之一，张矿长乃李鸿章推荐，但他当年是醇亲王的管
家，管了矿，有了钱，贿赂官场，对李鸿章也不放在眼里
了。这就是大清的官场！第一流的战舰只好烧着劣质煤，开
赴战场。

甲午战争引燃点起自大清的藩属国朝鲜。朝鲜内乱，请
求清政府派兵支援，日本借机大举进兵，占领朝鲜。战争分
国外战场、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朝鲜战场，虽然有左宝贵
等将士英勇奋战，但很快败北。海上战场，黄海大战是胜负
转折点。陆上战场，表面上看似优势明显，实际上最是不堪

一击。甲午之战，一方是蓄谋已久，周密策划，全国动员；
一方是仓促应战，被动抵抗，国家无统一动员，地方、陆海
无一致协同，开战之始，差不多就是败战之日了。

海上战场，我们看一下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此时，日本
海军舰艇7万多吨，主力战舰吨位、马力、航速、火力等主
要参数先进。北洋海军舰艇不到5万吨，主要技术参数无优
势可言。我们再就参加海战舰艇实力作一对比：此战，日本
舰队参战舰艇12艘，北洋海军参战舰艇10艘，日舰吨位比北
洋海军多9483吨，航速平均比北洋海军舰艇快0 . 9海里。日舰
拥有速射炮93门，而北洋海军速射炮只有10门（一种说法是
无一门速射炮）。从舰艇生产日期看，日本海军主力舰艇多
为5年内产品，功能先进，武器装备换代更新，其吉野舰是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马力超过定远、镇远两舰的总
和。而北洋海军6年内未添一船一舰，超勇、扬威两舰舰龄
已经超过13年，退出了战阵，为参加海战重新披挂出征。舰
船、装备老旧，已经成为突出问题了。

睁眼看世界，世界在变，就要跟着变，跟上变的步伐，
走在变的前列。这一条，一时做到了，并不意味着永远做到
了。任何自满僵化，等待的只能是被动、落后，屈辱、挨
打。

1894年9月17日12时50分，鸭绿江大东沟附近黄海海面，
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将士在海战中表现出的忠勇、壮
烈，让日寇心惊胆寒。但是，两军对垒，实力是基础。在激
烈的较量中，两军实力逐步分出高下。战事方酣，胜负未
分，关键时刻，北洋海军又突然大难降临：弹药将尽，火力
瞬间减弱，这仗还怎么打？还怎么打赢？甲午海战持续5个
多小时，北洋海军4舰沉海，损失5位管带，750多名官兵牺
牲。日舰队4舰遭受重创，300多人死亡。此役之后，北洋海
军海上主动权就丧失了。

海防坍塌，国门洞开。日军从大连、威海两路突破、登
陆。陆战，清军将领愿战、能战者少，避战、撤逃者多。大
连失守，旅顺被破，威胁北京；威海卫沦陷，日军5天中扫
清陆上障碍，水陆夹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
被迫走到谈判桌前，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及
澎湖列岛被割走，多处内河口岸被迫开放，对日赔款及被日
军掠夺物资计3 . 4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政府八年半的财政
收入。此后，列强纷纷染指瓜分中国，“天朝大国”变为
“东亚病夫”，大清王朝这座腐朽的大厦也就面临解体和倾
塌了。

统治者的昏庸、奢靡，官场的腐败、倾轧，付出的代
价，是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国家栋梁的摧折，是北洋海军健
儿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是沦陷区人民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
奴！

三

甲午风云神州泪，英雄悲歌动地哀！
甲午海战和刘公岛保卫战，北洋海军将士打得惨烈，打

出了民族气节，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超勇、扬
威两舰舰毁船沉，将士落水。管带黄建勋、林履中面对获救
机会，毅然决然与舰艇同命运，用生命殉国家。经远舰管带
林永升被炸身亡，帮带大副顶上管带位置，指挥作战；帮带
大副阵亡，帮带二副顶上管带位置，继续指挥作战，直至舰
艇沉没。

邓世昌的英名，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国人心中。海战中，
他力图以自杀式的冲锋，扭转战局。“目前日舰至凶者，吉
野也，倭舰专恃之。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全力
以赴，撞沉吉野！”这是邓世昌最后吼出的命令。这一惊天
泣地的吼声，让大海掀起波涛，让天地发出回响，让一个民
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赢得恒久的尊敬、尊严！邓世昌壮志未
酬，舰艇沉没落水。随从前来相救，他推开生的机会；爱犬
大义救主，他与之同沉大海。他决不苟活，他要与舰艇、与
战友死在一起。“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魂”！

作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处于一个特殊
位置。他的作为令人敬，而他的境遇令人叹，令人悲，也令
人愤。

刘公岛上，北洋海军提督署右首约50米，有座龙王庙，
又叫丁公祠，为丁汝昌自殉后，棺柩临时存放处。祠内有
碑，书“柔远安迩”四个大字，是光绪十六年当地绅商敬
立。提督署右首约百米，是丁汝昌旧居。走进院内，正厅两
侧，丁汝昌手植的两株紫藤，枝虬叶茂。左厢房，是当年丁
公自殉处，其遗像两侧，是一幅楹联：精忠报国酬壮志，留
取雄风育后人。

北洋海军组建后，丁汝昌一直任海军提督，运筹帷幄，
治军有方，深得将士拥戴。黄海大战中，他英勇督战，身负
重伤，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官兵战斗。刘公岛保卫战，在外无
援军，弹尽粮绝之际，他下令炸沉舰船，自杀殉国。面对日
本海军司令和内部动摇分子劝降、胁迫，他严厉痛斥：“汝
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血染疆场，他可以笑对。但是，和战中所承担的凌辱，
和埋在心中的委屈，却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汝昌以负罪至
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
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此段心灵自白，可见他生
命最后时刻的心迹。战场上，他要听命于李鸿章。中日开战
之后，李鸿章命令“保船御敌”，并将舰队巡逻航线限定在
鸭绿江口至威海一线。急于求成的光绪帝对此极度不满，8
月13日，他责问丁汝昌：巡洋数日，为何未遇日一舰，若再迟疑
观望，定当重治其罪。8月14日，丁汝昌率队巡逻，经鹿岛、秦皇
岛、大沽口，仍未遇敌。8月26日，光绪帝下诏，以畏敌误机罪
名，将其革职，李鸿章力保方罢。黄海大战之后，北洋海军已经
无力出战，日舰横行于海面，光绪帝大怒，发旨革去丁汝昌尚
书衔，摘去花翎，逮至京师治罪。将士力保，他才得以留任，以
待罪之身，忍辱负重，筹划战事，凝聚士气。甲午战后，英魂含
冤。朝廷下令，将其尸体运回原籍，不准下葬。棺材上捆铜箍三
道，涂上黑漆，并加铁锁，以示戴罪，其亲属也受到牵连。英雄
生前，命运多蹇。英雄死后，冤魂也难觅安息之处！

从丁汝昌身上，让人看到，忍辱负重四个字的深刻内涵、
千钧重量。忍辱负重是一种大勇。对于一个人是如此，从某种
意义上说，对于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忍辱负重之勇，
方能立卧薪尝胆之志。

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但是，战败的责任能让北洋海军将士
承担吗？叶祖珪、邱宝仁、萨镇冰等将领，战功累累，海战中表
现英勇。战争爆发之前，萨镇冰妻子前来看望。他说，这是什么
时候？刘公岛是什么时候？就当我死了。妻子回家后，不久即去
世。萨镇冰率众守日岛，10天保卫战，击伤日本海军6艘主力战

舰，使日军嚣张气焰大挫。甲午战后，叶祖珪、邱宝仁、萨镇冰
俱被因罪革职。这样的朝廷，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出生入死的将
士，怎不让人心寒！

刘公岛上，留下了无数李鸿章的印迹。海军提督署大门楹
联为李鸿章所题：万里天风永靖鲸鲵波浪，三山海日照来龙虎
云雷。进入大门，正厅楹联也是李鸿章所题，横匾为：威震海
疆，左右楹联为：柔远安迩波涛靖，治军爱民域疆宁。从中可以
看出他当时的心境，他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

甲午海战，以致于整个甲午战争，李鸿章始终处于舆论中
心。这位大清重臣，建淮军，倡洋务，组建北洋海军，外交场
上折冲樽俎，一世叱咤风云。甲午战后，却奉慈禧和朝廷之
命，签了一个又一个屈辱条约，承担了所有骂名。生命的最
后时刻，呕血数升而死，“死后犹双目炯炯”，因为他死不
瞑目。

对李鸿章的功过是非，战前战后，生前身后，昔日今
时，一直争议不断，褒贬迥异。丧权辱国的责任，外交政策
的得失，战略方针的正误，个人品德的清浊等等，一直处在
争论之中，这种争论恐怕还要一直持续下去。在当时，舆论
中心的中心，是围绕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是主战还是主和。
他不主张立即与日本决裂，不主战，而主和，以期保持和平
环境，徐图自强。不得不打，也要做好充分备战。但是，光
绪皇帝要打，主战派要打，“天朝大国”，怎可以让日本蕞
尔小邦嚣张？打，“天朝”才有颜面，喊打，才算葆有民族
气节，这是时人共同的心态。但是，国家烂到了何种地步，
局势危机到什么程度，大概只有李鸿章这个大清“裱糊匠”
最为清楚了。这个王朝，民心丧尽，没有民意支持，更没有
任何民众动员能力。这个王朝的军队，陆上不堪一击，海军实
力如何，他心中最有数。海军如败，国门洞开，局面就不堪收拾
了。何况，东南沿海，列强环伺，北部边疆，沙俄觊觎。中日战端
一开，各路强盗都会趁火打劫。

我们看一看李鸿章战略思考形成的过程。
1891年5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从大沽口出发，经旅顺、

大连湾、威海、胶州湾、青岛、烟台。这次检阅让他信心满满，回
京后上奏：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
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1894年5月，李鸿章再次检阅海军，心境大变。这次参加检
阅的有北洋、南洋、广东水师，他还亲自到英法俄各国舰艇上
考察，为舰艇的技术进步所震撼。回京后再上奏折：北洋海军
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窃虑后难为继。

朝廷决定大打以后，他两次上书，分析敌我实力，谋划战
略方针。8月14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西人签谓我军只八舰为
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边畿门户洞
开。”8月29日，他再次上书中央，提出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
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借机提出他的战略谋划：作猛虎
在山之势，不与日本海军作海上会战，以保船御敌为要，采
取攻势防御战略，将日本拖入持久战。但皇上不认同，满朝
文武不认同，北京城的百姓士子也不认同。破釜沉舟一战，
战争结局不出他所料。但是，有一点是他无法预料的：即使
战事拖后，你要图强，就能办到吗？这个垂死的王朝，正大
步走向坟墓，哪有图强之望？打是灾难，和也是亡国，谁主
和还得永留骂名。这是李鸿章最大的悲哀之处，由此，李鸿
章成了甲午之役最大的悲剧人物。

甲午之役让人看到，保持理性是多么重要，真正做到理
性又是多么不易！而理性，是建立在对自身实力清醒的认识
之上。

四

甲午之后，没落的清王朝，始终未醒。戊戌变法，百日
而废；1901年后开始的新政，实出于被逼无奈，立宪准备期
先10年，后又被迫缩短5年，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个不伦
不类的皇族内阁，成了王族抓权的手段。这个政权也就彻底
失去民心，被国人唾弃，等待着辛亥革命那一声枪响了。

知识精英是早醒者。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编写
出50卷本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861
年，改良派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84年
10月，两广总督张树声临死前写下遗折，提出：“论政于议
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
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
也，”并希望皇帝“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此语可谓石
破天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倡洋务，康有
为、梁启超等倡变法，但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皇帝，盯着朝
廷，“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孙中山
等倡共和，倡革命，倡“三民主义”，却因所代表的阶级的
局限性，无法发动民众。一部中国史表明，没有民众的发
动，任何的变革和革命都无法成功。

甲午战争，日本唤醒了民众。他们自觉是国的一员，有了
一个国的意识。但在中国，只是朝廷的事。当时的中国民众，不
知国为谁，军人不知为何而战。冯玉祥回忆录讲到甲午年间一
个场景，一支部队准备开往大沽警备，儿子上战场，爷娘奇哭
怪嚎，声震云霄，死扯硬拽，不让成行，本是卫国保家，却仿佛
赴的是陷人坑，是死地。距离此时1142年前，诗人杜甫写出《兵
车行》，诗中有言，“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
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时光过了千年，民众和国家的关
系，竟没有丝毫改变！

这也许是一个无代表性的事例，却极为典型：甲午海战之
后，舰艇修复的快慢决定战斗力的恢复。日本军舰回国，船工
日夜奋战，舰艇5天内修复，游弋海面。中国船工却借机要求提
高工资，不然就罢工。外人称国人为一盘散沙，并无夸张轻侮。
散沙，没有生命，没有细胞的活力，更何谈聚拢成一个强健的
肌体！

作为后来者的共产党人，他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用世界先
进的文化唤醒千千万万的民众。走进民众之中，引领民众意
愿，凝聚民众共识，激活了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不竭动
力。一代一代人接续，向着强国、复兴的目标大步迈进。国民一
体，万众一心，元气之源，国运所系。这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现
实而永恒的命题。

大海卷着浪花，撞击着刘公岛，也撞击着人们的心扉。叨
叨絮语，昼夜不息，仿佛要人们永远记住那段刻骨铭心的历
史，记住那场千年未有的大事变。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
也决不能淡忘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现实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擦清历史的镜子，才能走好未来的路。

英租时期海军公所。

北洋海军时期的刘公岛全貌，其正面为铁码头。

东泓炮台现状。

“定远号”铁甲舰。

签订《马关条约》。

本版摄影 卢鹏 彭均胜 刘巍峰


	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