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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统治，结束
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新蔡，是河南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先后有120多人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辛亥风流冠中
原”之美誉；新蔡，是河南辛亥革命的三个区域中心（支点）之一：豫南以新蔡为中心，豫西以洛阳为中心，
豫东以开封为中心。

10月9日，新蔡县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隆重举行。

新蔡：辛亥风流冠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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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裔聚新蔡

新蔡县辛亥革命 110
周年座谈会，由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张小歌主持，县政
协主席魏中等出席。

举 办 纪 念 辛 亥革命
110周年座谈会，新蔡县
委高度重视，县委书记邵
奉公亲自安排，县政协主
席魏中，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副县长滕飞，县委
常委、统战部长张小歌负
责具体工作；县委宣传部、
县委统战部、史志办、档案
局、文广旅局、教育局等部
门积极配合。

以当代著名作家宗璞、
省社科院原考古研究所所
长郑杰祥为代表的20多名
新蔡籍辛亥革命先贤的后
裔或亲属，从北京、郑州、开
封等地赶来参会。

四位非新蔡籍著名同

盟会员后裔：“河南辛亥革
命十一烈士”之首、河南军
政府临时总司令兼都督张
钟端之孙张一桂；段世垣烈
士之孙、河南辛亥革命史研
究专家段静安；河南“双六
十”人物之一、宋聘三烈士
曾孙宋智勇；同盟会员、国
军中将吕烈培之孙吕蔚东。
两位文史专家：驻马店市地
方志研究所所长赵心田；黄
淮学院天中文化研究院教
授郭超受邀专程赶来参会。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缅
怀辛亥革命前辈、弘扬辛亥
革命精神、促进社会进步这
一主题畅所欲言，对继承发
扬辛亥革命精神，更好地挖
掘新蔡辛亥革命精神的时
代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提
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思考
与建议。

辛亥风流冠中原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在辛亥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大
批新蔡籍的仁人志士为河南的
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
先辈留给新蔡的十分重要的精
神遗产。

刘积学（1880—1960），清
末举人。留学日本，任河南留日
学生同盟会支部的首任书记（秘
书）、代理支部长、《河南》杂志主
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
争。后任国民党参议员、立法委
员、河南省参议会议长，1949年
3月在信阳起义。1949年9月应
邀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
典，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省
政协副主席。

阎子固（1873—1913），少
有才名，豪侠尚义，曾控告县令
徐仁麟致其革职。河南法政学堂
毕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
斗争，任淮上军副司令，牺牲于
开封孝严寺。在《河南新志·忠烈
传》中名列第二。

刘粹轩（1881—1912），清
末举人，河南省同盟会支部长、
秦豫联军总参议，就义后刘镇
华、张钫、任芝铭曾为其在陕县
张茅镇竖碑立祠。

刘积勋（1875—1932），清
末举人，著名塾师，敦品尚德，笃
学力行，门徒甚众，均加入同盟
会，优秀者如杨英彦、王龙韬、崔
石庵、马顺甫、单锡嘏、钟警亚、
金遐龄等。对族叔刘粹轩、胞弟
刘积学参加革命多有影响和帮
助。邹鲁在《河南举义》中对其品
行、贡献评价很高，被誉为“革命
先进”“民国完人”。于右任挽之
曰“高人喜梧桐，君子爱莲花”。

单锡嘏（1893—1927），积
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组
织汝（汝阳）新（新蔡）项（项城）
联军支援淮上军。保定军校毕业

后赴广州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
任黄埔军校四、五期政治教官和
学生总队副总队长。“四一二”事
变后，设法掩护任锐等共产党
人。与阎子固、刘粹轩被誉为新
蔡“辛亥三英”。

任芝铭（1869—1969），清
末举人，主持同盟会新蔡支部、
创办今是中学、当选新蔡县参议
会议长，长期支持革命工作，曾
受到彭雪枫亲临探望、周恩来亲
笔致谢、毛泽东主席宴请和赞
扬，解放后任河南省政府委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
主委、全国政协委员。

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斗
争中，新蔡籍仁人志士慷慨解
囊，无私奉献，为革命提供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先
后有120多人加入了孙中山先
生领导的同盟会。新蔡仁人志士
参与组织领导的淮上军、秦豫联
军等革命武装，给残暴的清军以
沉重打击；阎子固、刘粹轩等八
位同盟会员，先后为推翻帝制、
缔造共和，献出了宝贵生命，成
为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抗战时
期，为了弘扬新蔡辛亥革命先烈
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奉献精
神，激励人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
情，任芝铭、张山甫、蔡子含、马
子昭等老同盟会员联合社会各
界，为阎子固、刘粹轩等辛亥革
命烈士修建了一座“烈士祠”。
2006年更名为“辛亥革命烈士
纪念祠”；2007年10月，省委宣
传部、省文联把该祠列入全省首
批民间建筑保护名录；2013年
该祠被命名为“驻马店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2016年该祠被列
为全省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目前是各地来宾和全县各界
人士凭吊辛亥革命先贤的重要
场所。

新蔡曾立大潮头

新蔡县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谢石
华，长年从事新蔡历史文化研究，对
新蔡的辛亥革命尤其情有独钟，被誉
为“新蔡通”。座谈会上，他认为，
新蔡人民在辛亥革命中勇立时代潮
头、敢开风气之先，以其特有贡献奠
定了新蔡在中原乃至全国辛亥革命史
上的地位。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就有新蔡
县的一席之地！”谢石华归纳认为：新
蔡在辛亥革命斗争中，体现出六大特
色：

觉悟早。1905年8月，中国同盟
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6年 5月、7
月，新蔡留日学生刘积学、阎铭初相继
加入同盟会。1906年暑假，阎铭初返
乡，发展刘粹轩、阎子固、刘镇华（巩县
人）、任芝铭、刘积勋、张山甫等参加了
同盟会；然后，他们又在各自的学生和
朋友中秘密发展同盟会员，推动河南
辛亥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人员多。至1908年秋，新蔡已发
展同盟会员30多人，遂单独成立了中
国同盟会新蔡县支部——河南省唯一
的县级同盟会支部，任芝铭、刘积勋分
任正、副支部长。鼎盛时发展会员120

多人，约占724名豫籍会员的17%。其
中女性3名（任锐、任瑞清、钟培焕），
占全省1/2。这些会员中，既有兄弟
（如单懋刚、单懋修、单懋统）、父子（如
闫梦卜、阎铭初；阎子固、阎旭生）、父
女（任芝铭、任锐），又有家族式参加
的，尤以杨姓最多。

联系广。总部孙中山、黄兴，朝鲜
金秉万，上海宋教仁、陈其美，北京汪
精卫、孙炳文，山东刘冠三，河北商震，
陕西陈树藩，安徽张孟介、柏文蔚，江
西李烈钧，浙江方策等各方同盟会骨
干，都与新蔡有密切联系。

地位高。河南留日学生同盟会支
部长刘积学、河南省同盟会支部长刘
粹轩都是新蔡人。在河南博物院举行
的“辛亥革命在河南”百年纪念展中，
新蔡被列为全省辛亥革命的三个区域
中心（支点）之一：豫南以新蔡为中心，
豫西以洛阳为中心，豫东以开封为中
心。

牺牲重。新蔡县不下20人牺牲于
辛亥革命或“二次革命”。其中有7人
载入《河南新志·忠烈传》，约占全省
96名著名辛亥英烈的7.3%。

影响大。1908年秋，刘积学在日

本发表《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
檄》，震惊海内外；后受同盟会总部指
派，回开封组织河南武装起义以策应
武昌起义。刘粹轩在开封创办中州公
学，制定《新蔡县豫南学务研究会章
程》，明确革命纲领，传播革命思想，培
育革命力量。在会攻开封、策应武昌的
河南举义中，四路大军有两路是新蔡
人担任或参与指挥——西路刘粹轩会
同杨汉光、杨懋源指挥，西南路刘积
学、段厚甫会同海廷壁、孙豪、赵伯阶
指挥。河南举义失败后，阎铭初回国后
任上海武威军军需，是宋教仁的得力
助手。刘粹轩、阎子固、任芝铭、刘积
勋、钟警亚、单懋统、阎铭初、阎旭生、
张山甫、段厚甫等积极组织或参与秦
豫联军、淮上军、汝新项联军、河南北
伐军、威武军等革命武装，给清朝政权
以沉重打击。女杰任锐，积极参加京津
同盟会革命斗争，后来成为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著名女烈士，有“妈妈同志”
之誉。在辛亥革命精神影响下，为了探
寻救国救民道路，清末民初新蔡输出
留学生18人（如数学家单粹民）、保定
军校毕业生9人（如李汉辉中将）、黄埔
军校前六期毕业生27人（全省之冠）。

赓续奋斗新华章

座谈会上，任芝铭外孙女、
冯友兰之女、当代著名作家宗
璞先生动情地说：外祖父任芝
铭对新蔡有着深厚的感情。我
好几年没有出过门，没有参加
过会议，回外祖父的家乡看看
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但由于
健康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在纪
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回
新蔡真的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让人民
不再当奴才，推动了中国社会
变革和民主进步，是非常值得
纪念的。

“由辛亥革命开始的道路
远未走完，在110周年纪念的
时候，回顾这些远去的真实往
事，是对辛亥先辈的敬重、纪
念，也是对辛亥革命的价值彰
显。”任芝铭外孙、任均次子、文
化学者王克明追忆：姥爷任芝
铭在世时，把一包东西放在了
三女儿任载坤和女婿冯友兰那
里，其中包括姥姥生前收藏的
很多姥爷家书，以及姥爷的其
他文字等。后来，表姐宗璞转交
给了他母亲。“1921年入冬前
写的一封信里，姥爷提及在驻
马店给孙炳文一家买了火车
票。那年，在和朱德一起去欧洲
之前，孙炳文同任锐带孩子先
到河南新蔡县看望了岳父岳
母。为姥爷收辑、保存的墨迹和
文稿很珍贵，能使今人从中看
到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年间非
常多的生活细节。历史缺少了
那样的真实细节，很容易遭遇
改头换面。”

“有学者指出，法国法兰西
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中国
辛亥革命，是最值得研究的三
次革命。”河南辛亥革命史研究
专家段静安介绍：对于辛亥革
命史，就全国而言，全面深入进
行研究的是武汉，当年革命参
与者的亲历回忆得以收录整

理，以章开沅等为代表的一批
学者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硕
果累累。对于河南辛亥革命史
的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
河南省社科院原研究员王天奖
先生，著有《河南辛亥革命史事
长编》（上下卷）出版。百余年
前，新蔡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活
动搞得轰轰烈烈；今天，新蔡在
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仍然走在了
全省前列。

近年来，新蔡县委、县政府
继协助推出《任芝铭存稿》、参
与编印《河南辛亥革命人物传
略》、将任芝铭墓园、辛亥革命
烈士纪念祠打造为“驻马店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后，将以
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为基础筹
建“中原辛亥革命纪念馆”，列
入全县“十大文旅项目”之一，
正在积极推进。

新蔡县政协主席魏中表
示：我们要弘扬辛亥革命先烈
不畏艰难、勇于献身的革命精
神，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和衷共
济、克难攻坚、扎实工作的实际
行动；要以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为契机，积极组织引导文
史工作者加强对新蔡辛亥革命
历史的理论研究，做好我县辛
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继续扩大对外交流和宣传，做
好与海内外我县同盟会员后裔
的联谊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巩
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同时，希望各地各界人士特别
是全县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后
裔，多提宝贵意见，一如既往地
关心支持家乡发展，助力新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前，与会人员一同瞻仰
了任芝铭先生故居，凭吊了任
芝铭先生墓园、阎子固烈士墓，
参观了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
今是中学，浏览了新蔡城市建
设和水系连通工程。

县委书记邵奉公（右一）陪同宗璞先生到今是中学参观

新蔡县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

宗璞先生在外祖父任芝铭墓前凭吊

辛亥革命先贤后裔和专家学者参观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

今是中学校园里，今是中学创办者——同盟会会员任芝铭的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