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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培基:毛泽东老师的曲折人生
“后台老板”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
山，湖南长沙人。父亲为清朝武官，曾在
湘西因事牵连入狱。年仅 16 岁的他替父申
冤，以文词婉约感动办案官吏，其父获得
赦免，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毕业于湖
北方言学堂，又赴日本游历，加入同盟会，
参加武昌起义。

1916 年春，他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本科
一部三年级国文教员，毛泽东是他班里的学
生。他授课生动，喜欢标新立异，能迎合青年
学生的心理。在他眼里，毛泽东是一名品学
皆优的学生，他对毛泽东非常欣赏，爱护有
加。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等发起“罢
学驱张”运动，得到易培基等前辈师长的支
持。同年底，毛泽东等在长沙易培基家中开
会，决定派代表赴北京等地请愿联络。不久，
毛泽东和易培基作为赴京请愿团负责人到
达北京。

易培基一直关心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
1920 年 9 月，易培基被任命为湖南第一师范
学校校长，立即聘请毛泽东为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主事(校长)。次年第二学期，又聘毛泽
东为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
主任)。当时，毛泽东正从事建党活动，和易
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易
培基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亲自为书社题写
社名，而且积极出面邀请姜济寰、方维夏、朱
剑凡等社会名流出席开业庆典，以扩大影
响。文化书社前后维持 7 年，发挥了重要作
用。毛泽东和方维夏还相继组织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再次出面联
络当地政学两界名士担任发起人，以此吸引
青年学生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我
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
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
个‘后台老板’硬哟！”

故宫博物院院长

1924 年，易培基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李石
曾、吴稚晖等人。同年 10 月，在李石曾的推
荐下，他出任黄郛内阁的教育总长。易培基
的女儿嫁给李石曾的侄子——— 北大法文系
教授李宗侗。

溥仪被驱逐出宫，北洋政府下令成立清
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担任委员长，易培基
为委员，负责接收故宫。从此，易培基的命运
和故宫缠绕在一起。

易培基兼任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
主任，排除困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负责确定博物馆的名称、清点文物、起草《故
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
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
等等。次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

立，两天接待游客 5 万余人。
李石曾、易培基、张继被推举为故宫博

物院临时理事会常务理事，负责全院事务。
段祺瑞政府早已对李石曾、易培基不满，诬
指两人为共产党，于“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
二天，下令通缉。易培基被迫躲入外国使馆，
然后匆匆南下。

1929 年 2 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
宫博物院院长。博物院同仁闻讯，扛着“故宫
博物院欢迎易院长”的横幅，赶到前门火车
站迎接，场面隆重。易培基决心全力整顿院
务，除保留原有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
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他还发动党政军
要员捐资修缮故宫，蒋介石、张学良等积
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易培基
的远见卓识使故宫博物院机构更加完善，工
作走上了正轨。他还主持创办了《故宫周
刊》，又陆续出版《故宫月刊》《故宫旬刊》等
四五种期刊。这段时期被公认为博物院发展
的鼎盛时期。

1933 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国宝迁移被
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
安，而易培基提出南迁上海。最后，国民政府
批准了易培基的计划。

在一片责难声中，古物南迁于当年 2 月
5 日开始。为保证国宝安全运抵南方，易培基
和张学良在西山碧云寺旁一所小别墅里，商
谈了一整天，最后敲定了文物转移的详细方
案。晚上，易培基身披斗篷，坐镇太和殿指挥
装运第一批文物。消息还是走漏了，前门火
车站被抗议的学生团团围住，幸亏张学良赶
到，并以人格担保战争乌云从北平上空消

失，就将这些宝物再运回来，学生们这才让
路。当晚第一批文物 2118 箱终于装上火车，
安全运往南京。紧接着，易培基又监督第二、
三、四批文物运出北平。5 月初，第五批文物
即将起运时，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带
人到故宫查封会计科，调阅相关账册和收
据。因为有人控告易培基、李宗侗私占故宫
宝物，朱氏奉检察长郑烈之命前来调查。就
这样，国宝南运戛然而止。

蒙冤“盗宝案”

检举人是张继的妻子崔振华。据说有一
天，崔振华信步走进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看
见屋里有几个人在量布匹，其中就有秘书长
李宗侗，她很生气：“理事会出售绸缎，有特
定的日子，今天不是出售的日子，你们为什
么有特权在今天卖？”虽解释这是整理，而不
是售卖，但崔振华不信：“你们这里面一定有
猫腻，我要调查。”

张继及夫人崔振华早就对易培基、李宗
侗不满，其中还牵涉到李石曾。张继和李石
曾两家同为河北豪门，相互之间都不买账。
李石曾是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担任博物
院理事会第一任理事长。1928 年，推定李石
曾、易培基、张继三人为常务理事，易培基为
首任院长，内定张继为副院长。名单公布后，
易培基因病暂未到任，按理应由张继主持工
作，但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说：“溥泉(张继
字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
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对此，张继十
分不快。

这次文物南迁，张继建议文献南运由文
献馆负责，迁移费 2 万元由他支配，但秘书
长李宗侗坚决反对。因此，张继夫妇指使由
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
烈，派朱树森调查易培基、李宗侗等盗卖故
宫文物案。

易培基采纳了李宗侗“以退为进”的建
议，他于 10 月 14 日宣布辞职，以平民身份
对郑烈等人提出反诉。可是，反诉如石沉大
海。这激怒了郑烈，于 12 月 3 日下令通缉

“案犯”。易培基逃入上海法租界避难。
不久，南京最高法院派检察官莫宗友会

同江宁地方法院到上海突击检查故宫南迁
文物，邀请两名珠宝商人当场鉴定，逐箱打
开，根据箱内清册一一核对，凡是伪品、脱
落、数量少于登记册的，全部登记在案，都算
作易培基等人的罪证。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
于 1934 年 10 月正式提起公诉。起诉书开列
的被告为易培基、李宗侗等 9 人，罪名为侵
占、伪造、背售和妨害公务。宣称“易培基于
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
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
取真珠 1319 粒、宝石 526 颗，以假珠调换真
珠者 9606 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者 3251
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 1496
处”。

最高法院对故宫装箱文物的检查历时 3
年，继检查珠宝后，又检查了书画、铜器、玉
佛等。1937 年 9 月对易培基等人第二次提
起公诉。法院认为，清乾隆皇帝很有艺术品
位和艺术修养，乾隆以前的宫廷古物大多已
品定，见于有关古籍的记载，不应还有赝品；
再经过清室善后委员会书画等方面的专家
鉴定，更不会还有假冒伪作。出现 60 余箱有
问题的文物，不是主管院长盗卖、更易，还能
是什么原因呢？

病卧沪上的易培基申诉无门，积怨无处
宣泄，在第二次公诉前 8 天的 9 月 22 日离
世，享年 57 岁。临终前，他带病写了一份遗
书，请老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转交国府主
席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提出查明昭
雪的请求。

易培基身后相当凄凉，只留下一个老妻
苦度余生。唯一的女儿(即李宗侗夫人)因父
亲和丈夫双双牵涉“盗宝案”，不得不长期逃
亡外地。在殡仪馆成殓时，只有吴稚晖等 2 人
帮忙料理，办得极为简易。更令人心酸的是，法
院方面竟派人去调查说易培基是假死。有人还
在报纸上宣传说易培基是逃到大连投降了日
本人。听到这些消息，吴稚晖悲愤难抑，挥毫写
下一副挽联：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
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

1947 年冬天，张继暴病身亡。失去了
靠山的崔振华、郑烈等人意识到，“故宫盗宝
案”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于己不利，因此在
报上刊登一则“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的消息。
沸沸扬扬达 16 年之久的所谓“盗宝案”，以
悄无声息的方式不了了之。

(据《文史天地》 文/郦千明)

易培基前半生风光无限，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学生中出了毛泽东、田汉等杰出人

物；以后他弃教从政，做过教育总长、农矿部长和故宫博物

院院长。可是，他的后半生却十分凄凉，含恨而死。

1949 年，解放军如何登上国民党重兵守卫的华山
1949 年 5 月中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野战军“陕中战役”的展开，已遭到我陕
甘宁边区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以下简称总
队)重创的国民党保安第六旅旅长兼第八区
专员韩子佩率残部 400 余人逃上华山，企图
凭借“自古华山一条道”的天险负隅顽抗。

华山，我国五岳名山之一，位于西安城
东 200 余里华阴县城南，北依陇海铁路，南
接秦岭，以其险峻挺拔而闻名中外。华山有
五峰，主峰为南峰、东峰和西峰。南峰分为落
雁、朝阳、莲华；东峰和西峰，鼎峙耸立，高插
入云，登临其顶，确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
与齐”之感。除主峰外，还有玉女、五云、天台
等峰，人称中峰和北峰。

华山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层峦叠嶂，悬崖
峭壁，无路可走。只有华山的北面可以上山，
即常言所说的“自古华山一条道”，这条路也
是崎岖难攀。凭此险要的地势，一夫当关，万
夫难开。

韩子佩部逃上华山后，路东总队奉命回
师华阴，任务是休整、剿匪、围困华山。为防
止敌人逃跑，解放军增派一个连占领了华山
东面通往陕南的皇甫峪口。原来一直在围困
华山的一营部队仍然驻扎在华山脚下的玉
泉院，担任上山道路的警戒任务，同时就地
整训，并寻机歼灭山上之敌。总队其余部队
驻扎在华阴县城内整训，同时派少量部队执
行剿匪任务。围困华山的部队安置好后，在
加强整训、以防不测的同时开展调查研究，

了解敌情。
当时国民党部队为了节省粮食，延长抵

抗时间，把山上的年轻道士驱逐下山，这正
好为我军了解敌情创造了有利条件。

凡是从山上下来的人，总队首长都要找

他们谈话，了解山上的情况。经过调查得知，
韩子佩住在西峰，保六旅旅部和大荔专署职
员驻扎在东峰、南峰，敌营长带一个排约 30
人驻扎在北峰，副营长指挥两个连沿北峰以
下道路设防，直至山上的路口。

敌方认为华山只有一条路，只要他们守
住这个天险，解放军是上不来的，因此他们饱
食终日，抽烟打牌，思想麻痹。总队首长还了解
到山上的存粮大概够敌人吃一年零四个月。

敌情基本搞清楚后，总队党委专门进行
了研究。认为强攻不利，长期围困也有困难，
敌人粮食够吃一年多，不能等待。

路东总队决定派参谋刘吉尧带侦察小
分队进行秘密侦察。经过秘密查访，刘吉尧
一行 7 人在华山东猩猩沟两岔口找到了一
位名叫王银生的猎户，通过宣传动员，王银
生向他们介绍了可从华山东峰石岩上爬到
山顶的情况，并表示愿意为小分队带路。 6
月 13 日黎明，刘吉尧、王银生一行来到了
东峰“天井”，这里地势险要，四周均为
陡峭的山壁，王银生通过用竹竿挑将绳子
拴在“井口”伸出的一根树干上形成了一道

“天梯”，接着，战士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攀
上了“天井”。天黑时，他们越过“青龙背”，从
连接东峰的石崖上隐蔽机动到苍龙岭的老
虎口附近。此时，刘吉尧发现北峰是华山下
接老君犁沟、千尺幢，上通西峰、中峰的咽
喉，如果夺取了北峰就等于切断了敌人的上
下通道，上面的敌人也就成了瓮中之鳖。根

据这一情况，刘吉尧果断决定在晚上趁敌人
入睡时打个措手不及，以夺取北峰。他把八
个人编成四个战斗小组，分别明确了战斗任
务。午夜一时左右，刘吉尧带领一、二、三组
共六人向北峰庙摸去，借敌哨兵换哨之机，
尾随其后悄然进入庙内，趁敌不备一齐开
火。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的敌人乱成一
团，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做了俘虏，侦
察小分队仅用 30 分钟就结束了夺取北峰的
战斗。

在山上道士的帮助下，他们又解决了瘟
神洞、千尺幢各一个排的守敌，接着又向苍
龙岭之敌进攻。至 14 日中午，刘吉尧率领小
分队夺取了华山北峰、苍龙岭、千尺幢等据
点，俘敌 110 名，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
各类装备物资。随后，刘吉尧安排山上的道
士化装下山，向分区首长报告情况。15 日下
午至 16 日清晨，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北峰，并
做好攻击西峰的准备。17 日天亮时，在炮火
的打击、掩护下，我军很快攻上五云峰和金
锁关，包围了敌旅部，活捉敌旅长韩子佩。

“智取华山”一役是我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
例，韩子佩企图固守华山，以拖待变的梦想
至此破灭。

战后，刘吉尧光荣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
大会，并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智取华山也被拍成电影，广为传颂。

(据《陕西日报》 文/党言实)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付稿酬。

■历史揭秘

上世纪 50 年代拍摄的电影《智取华
山》剧照。

易培基(左)和故宫博物院的创办者之一吴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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