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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太平天国时期的食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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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太平军北方战场出现过食人现象, 这种现象分为 两种情况: 一是饥 饿求生性食 人; 一 是习得性 食

人, 包括惩罚性食人、仇恨性食人及医疗用药性食人等。农民军 的食人行 为带有政治 斗争的成 分或封建迷 信
的色彩, 是在与清王朝统治势力较量中由时代局 限、
阶级局限连带产生的一种 反人性 的恶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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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情报官张德坚在 贼情汇纂 里说,

者观点的不同之处。以太平军北方战场出现的食

太平军中 有凶狠之贼食人肉, 饮人血, 燔人心肝

人行为为例, 其饥饿求生性食人和习得性的惩罚

[ 1] ( P187)

以为馔
。显然张德坚所言不无攻击太平
军 凶残 之意, 然而, 尽管 食人 是个令人毛骨耸

性食人、
仇恨性食人及医疗用药性食人等, 都带有
政治斗争的成分或封建迷信的色彩, 它是农民军

然的字眼, 我们还是应该正视这种 反人性 现象。

在与清王朝统治势力较量中由时代局限和阶级局

究竟太平军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它是在什么

限连带产生的一种恶俗行为。

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呢?
毋庸讳言, 在太平天国北方战场出现过食人

太平天国北伐后期, 农民军在连镇被敌军长
期围困, 粮草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这种特定的客观

现象, 这一现象主要是求生性的, 但兼有习得性。

环境下, 发生了求生性食人, 它是由军队的生存需

美籍韩国学者郑麒来认为, 世界上自古以来人类
的食人行 为分两 大类: 求生 性食人 和习得 性食

要引发的食人行为, 这是事实。据清代档案史料
僧格林沁等奏攻占连镇生擒林凤祥等情形折 记

人[ 2] ( P109) 。求生性食人纯粹是在由天灾、战争等

载, 被围困的北伐军 诡诈百出, 狡猾异常。虽被

环境因素造成生存危机的形势下而产生的行为, 通

围万分穷蹙, 粮米断绝, 以人为粮, 而或战或守, 从

常它是受到禁止和谴责的; 习得性食人是在文化上
获得认可的一种风俗化的行为, 导致这种恶俗行为

容不迫, 毫无溃乱情形
。当时, 清军采取
包围战术, 割断了太平军的一切粮草来源和一切

的环境因素有憎恨、惩罚、宗教、
迷信( 认为人肉有

外界联系, 妄图将其活活困死, 而天京的兵援却又

医疗功效) 、
信念、
尽忠、
尽孝等情感和观念。
在食人类型上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没有太

迟迟不到, 致使北伐太平军在连镇的恶劣状况愈
演愈烈。曾为当事人的陈思伯在 复生录 里回忆

大的差异, 但在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的食人和阶

说, 乙卯五年正月初二日, 贼内圣粮馆已报粮绝,

级社会的食人总是有一定区别的。阶级社会里发

无粮可发。各军先杀骡马, 次煮皮箱刀鞘充饥, 或

生的非饥馑 性食人, 虽与本民族、国家的文化有
关, 但又都与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统治思想有一定

掘沙土中马齿苋、
当归、
一切野菜者; 亦有剥榆树,
取皮研末, 造作面食者 [ 4] ( P46) 。凡可以吃的东西

的联系; 饥馑性食人虽缘于经济原因, 但往往也与

都被吃完了以后, 就再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政治因素有某种程度的牵连, 这是我们与国外学

吃 人 现 象, 即 在 连 镇 发 生 了

[ 3] (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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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P5165)

的悲惨恐 怖的一幕, 这是 战争状态下

人, 只好吃死亡士兵的尸体。僧格林沁奏稿中有

由军事围困制造饥馑而导致食人的典型实例。

记载说: 据投诚人声称, 贼巢骡马业经全数宰杀,

战争的残酷性是造成太平军食人行为发生的
一个客 观原因。一方 面军事封锁形 成了饥饿状

现惟林逆及广西人食用黑豆, 现已为数无多, 余匪
俱食草根树皮, 并将历次打仗抢回贼尸及捉回欲

况, 另一方面军事斗争的严酷现实又增加了军人

行投出之人, 俱被杀毙, 割肉分食充饥, 此现在贼

极度的仇恨情绪,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食人

垒中之实在情形也。 [ 8] ( P116) 另据从连镇出逃的太

现象不单是个充饥问题, 它还成为发泄仇恨和实
施报复的极端手段之一。在历史上, 名将岳飞那

平军人员说: 贼营近日遍掘新埋男女尸身, 归入
圣粮 馆中, 按 人 分肉。非 饥 饿 至 此, 谅 不 忍 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的诗句, 就是

也。[ 4] ( P48) 由上述四 种被食对象 可见, 太 平军食

对封建时代英雄主义情绪及解恨手段的悲愤抒发
和描述, 吃掉敌人是那个时代战场上的所有军人

人从根本上说缘于饥饿, 也有由军事斗争和饥饿
派生的憎恨、泄愤、惩罚等原因。总起来看, 饥馑

发泄情绪及解恨的一种极端方式。当时, 连镇的

性食 人的因素要大大超过憎恨性、惩罚性食人。

太平军捉获不共戴天 的清军官兵似 乎也惟有吃

可以设想, 如果太平军粮草接济有保证, 便不会有

掉, 才能发泄心头之恨, 惟有如此才能解决自己的
饥饿, 解决军队的生存问题。正如亲身经历者所

大量妇孺、
士兵尸体被食, 即使为泄愤出现吃俘获
清军官兵的情况, 恐怕也会是象征性地只食其身

记述的那样, 甚至捉获官兵、逃贼, 无不割肉分

体的某一个部位。清军的围困和军事对峙是导致

食

[ 4] ( P46)

。

这种饥馑的主要原因, 所以首选的被食之人就是

除了吃清军官兵的肉, 此时太平军也吃 叛徒
肉 、 出逃者肉 , 这进一步说明在解决饥饿的食

由憎恨、
惩罚因素决定的。由此可知, 太平军发生
的食人现象既有粮草原因, 又有政治原因, 因为军

人行为中含有惩罚性的习俗成分在内。在太平天

队的粮草不足也是战争本身造成的, 所以根本原

国北方战场上, 僧格林沁将大批俘获战虏重新派
往前线, 实施所谓 以毒攻毒 的阴险策略, 在清军

因仍是政治性的。在没有任何可食之物, 也没有
清官兵和逃兵可吃的情况下, 妇孺、
士兵尸体便也

阵营中有些太平军的叛逃者为了 立功赎罪 , 而

当成被食对象的一种补充, 补充 缘于军事斗争

有意或被迫地站在了攻打北伐军的第一线, 太平

的需要, 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

军对这类人恨之入骨, 当抓获他们之后, 为解心头
之恨, 往往也要吃掉。此类食人行为明显属于惩

太平军对人肉的食用方法是烧烤、水煮、
腌渍
等。被食之物一次吃不完, 还要设法保存。被食

罚不忠, 就像宋初武将杨师播处罚叛将张文表一

之物的加工、存储均为圣粮馆的任务。曾有从军

[ 6] ( P13951)

样, 把张捕获后 脔而食之
。李开芳所部
在冯官屯期间, 将投诚毛勇石都司捉去, 寸磔锅
煮

[ 7] ( P162)

, 尽管冯官屯仍有部分粮草, 作为惩罚

营逃出的人, 身上携带着腌制的人肉块, 续出之
贼, 各怀 酉奄 人肉一方 [ 4] ( P48) 。清军攻破连 镇后,
在太平军的地道中也 发现过这种存 储物, 破巢
[ 8] ( P383)

手段的食人已不再单纯是个解决饥饿的问题了。

后, 军士犹搜获人腊数瓮

综观被太平军所食之人,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首先, 是作战 对手、仇恨的对象, 即敌军官 兵; 其

古代中外医学界有这样一种认识, 认为人肉
作药饵可以治疗一些疾病, 可以益寿延年。在中

次, 是太平军的叛徒和逃亡人员, 或称 逃兵 , 是

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关于食人肉强身健体、
延寿长

惩罚的对象。在无粮草的困境下, 由于对抓获逃
兵的人可以奖赏分吃其肉, 有时甚至出现争抓逃

生的说法俯拾皆是。在古代医药学著作 本草拾
遗 中, 也有人肉可以治疗某些疾病的说法, 俗话

兵的现象。例如, 有一次, 当太平军下级军官曾廷

医家有割股之心 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认同心理的

达行至前沿阵地时, 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曾趋上

反映。太平天国受传统迷信和宗教因素的影响,

前, 约行里许即路遇逃人, 而伏贼虑曾分肉, 拦阻
不容 近身 [ 4] ( P47) 。第 三, 是驻 地的 婴幼 儿 和妇

也认为人肉具有医疗功效, 因此吃人肉医病或将
某些脏器配药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女。 迨 连 镇 被 围 日 久, 至 尽 杀 妇 孺 以 充

太平军抓获地方官吏或豪强地主等顽固抵抗

食

[ 8] ( P383)

。最后 一种 情况 是, 没 有上 述可 吃之

。

之人, 有时便从其身上摘取部分脏器, 冠县知县傅

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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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珍 被执, 敌将逼降, 傅大骂不屈, 敌乃反缚其
手, 剖腹挖心

[ 8] ( P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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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三年, 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端在赴任途中所奏 请

, 逆贼当将家主母等五人戕

妥筹抚恤饥民以弭内患折 里说: 窃臣二月十七

害, 砍头剖腹, 取出心胆, 同家主一样,
心为贼
众分食, 胆为贼目挖去洗眼 [ 8] ( P607) 。与中外古代

日由京师起程赴皖, 于山东境内即见有饥民沿途
乞食, 鸠形鹄面, 嗷嗷待哺。及二十八、九等日, 行

的恶俗一样, 太平天国相信吃人的心脏可以增加

抵山东、江苏交界处所, 饥民十百为群, 率皆老幼

作战的勇猛并消除恐惧和胆怯, 因此在作战前要

妇女, 绕路 啼号, 不可胜数, 或鹑衣百结, 面无人

求每人都服用由心脏和其他药品混合制成的 兴
奋剂 。这种 药品 多为 丸剂和汤 剂, 颜 色不

色, 或裸体无衣, 伏地垂毙, 其路旁倒毙死尸, 类多
断胬残骸, 目不忍睹。臣思
何以饿殍情形较

一, 丸药有红色、
粉红色、黑色、
黑红色等。脏器与

前更甚, 且止有老幼妇女, 罕见壮丁? 又倒毙之尸

其他成分掺拌比例不同, 人脏器的含量多少不一,
因而出现服用药量不同的情况, 少则一粒, 多则十

何以率多残缺? 种种可疑, 询之居民, 佥称
壮
丁离乡求食, 类多散走四方。其倒毙之尸, 半被饥

粒。太平军服用此类药物还有一些禁忌, 如作出

民割肉而食, 是以残缺等语。臣听睹之余, 不胜悲

严格规定: 吃丸药时不准喝凉水, 怕解药性 。服

骇。小民流离失所, 至于以人食 人, 实为 非常饥

用这种由人脏器制成的药品是带有强迫性的, 针
对部分士兵不愿食用的心理和行为, 太平天国采

馑。
再如, 平贼纪略 作者记述自己的南
方家乡, 当时 间有破壁颓垣, 孤嫠 弱息, 以人相

取了强制措施, 在饭中下肉药, 以便任何人都不会

食, 类多眼赤面黑

漏服。太平军士兵 王泳汰说, 给的药丸 我俱没

纪闻二笔 中也有关于清 同治初年, 皖南到处食

吃, 后吃过药拌饭 。太平军士兵马二雪说, 上司
李合旺 给我丸药拌饭吃 。由此可见, 这种食人

人, 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 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
的记述。曾国藩日记、
家书中也有反映苏、
皖集市

与饥饿无关, 是以 强心 为目的, 是为改善作战士

出售人肉价格上涨的记载, 例如, 他在同治二年四

兵的精神状况而强制性的食人脏器。因此, 从这
个角度讲, 北伐军中有过食人经历的士兵数量是

月二十四日的家书里提到, 皖南食人肉, 每斤卖
百二十文, 看来浩劫尚未满, 天心尚未转也。 这些

很大的。

都说明食人行为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 8] ( P157)

[ 10] ( P317)

。清人陈康祺在 郎潜

其实, 太平军和清军都有 以形治形 的愚昧

饥馑性食人大多发生在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的范

认识, 双方士兵都曾食用过对方俘虏的心脏, 以使
自己在战斗中更加勇猛。有一名曾在上海某西方

围之内, 他们身无分文, 要生存只有如此。杀食同
类以求生存的饥民如果尚能逃避指责的话, 那么,

贸易公司做事的退役清兵说, 他就是因此原因曾

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黑暗社会制度则难辞其咎。

[ 2] ( P109)

吃了很多太平军俘虏的心脏
。很明显, 上
述食人行为, 是受到了古代传统医学中糟粕的影

综上所述, 食人的行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
题, 它不单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沿袭存在的一种现

响。愚昧落后的迷信观念导致了人性的扭曲, 将

象, 也是世界其他国家、
民族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

这种理念用于军事目的, 更暴露了人的 动物性

种 反人性 的恶俗现象。以往我们讳言农民起义

的一面。
食人作为一种违反人道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

军中 残忍 的一面, 从而使太平军的食人问题长
期得不到研究。其实, 战争中军队的存亡、
胜负是

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曾长期存在, 并随着人类文明

第一位的, 为了生存将士们似乎可以不择一切手

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少, 但历史上食人恶俗的影
响并没有在近代绝迹, 它不仅在军队中存在, 遇到

段, 当这些被太平军视为顺理成章的时候, 就难免
发生上述 反人性 的食人行为。在这一点上, 太

天灾人祸, 整个社会也时常重演着这种恶俗。食

平天国农民军与历史 上的其他军队 没有什么两

人现象在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上并不少见, 北方、

样, 学术研究中没有什么可以忌讳的。随着人类

南方都广泛存在。如地方志记载: 直隶完县( 今顺
平县) ( 咸丰) 三年, 大水, 饥人相食。[ 9] 还有, 咸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食人的现象会逐步减少, 直至
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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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有关 兴奋剂 问题, 请参 见拙文 救死扶伤 与军用 兴奋剂
的使用

视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1 期。

论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卫生勤 务 , 河北广播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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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cannibalism during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I Hu-i min
( Hebei Radio Broadcast and TV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battlefield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ppeared cannibalism due to two circumstances, namely, famine and evil nature. The cannibalism committed by militiamen took on a feature of polit ical
struggle or feudal superst ition. Hence, it can be regarded as an ant i- humane evil phenomenon related to social and
temporal restrict ions of class rifts.
Key word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Taiping rebels; famine; cannibalism; evil 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