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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黄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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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949年坡子街
“乱世黄金案”
的更多内容

坡子街财贸医院要拆迁了

报刊中的长沙

吃在长沙
□文/阿某

1949年，
这里曾发生震惊全国的
“乱世黄金案”

一般人只赞美着“吃在广州”，而我乃写吃在
长沙。其实广州固吃无可吃，长沙是否亦吃无可
吃，也还待公评。而我之写“吃在长沙”，盖缘于
颇于“尊鲈”为恋耳。虽然长沙也只能算是我的
“第二故乡”。
记得抗战期中，匆匆逃出长沙，八年不来，对
长沙风味乃更有恋念之感。我在八首“忆长沙”
的打油诗中这样写：
令人永忆长沙味，
手背水鱼四两鸡。
长沙人吃水鱼吃鸡，以小为贵，取其嫩而鲜
也。水鱼虽然不定小至手背一般，子鸡虽然也不
必只是四两，
然其偏向于小，则可知矣。
配合着湖南人吃辣子的口味，于是“麻辣子
鸡”便成了长沙的名菜。麻辣子鸡以玉楼东为最
有名，
这有曾国藩长孙曾广钧之诗写证：
麻辣子鸡汤泡肚，
令人长忆玉楼东。
这诗，
到如今还是嵌在玉楼东的壁上的。

义愤填膺，
“六团体”
围堵金库大门

坡子街上的财贸医院就要拆迁了，
这个伫立在火宫殿东边的6
层砖楼，
平时冷冷清清。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曾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长沙分行所在地，
而且在民国末年还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
“乱世黄
金案”
。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在此背景下，1948 年 10 月，金圆券
发行仅两个月，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
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时任湖
南省主席的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
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
然而，国民政府财政部密令辛蘅若
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所收存的黄金、白
银全部运往上海。辛蘅若口头上向省
议会表示，未经省政府允许，决不将金
银运走。但事实上却置湖南人民利益
于不顾，
想偷偷将黄金、银元运出长沙。
1948 年 10 月 25 日，辛蘅若请湖南
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和省参议会议
长唐伯球等一起吃饭，饭间就国民政府
发行金圆券的财政政策大发议论，无意
间将财政部令他将长沙中央银行分行
所收存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上海等事
说了出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饭毕，唐伯
球把这消息告诉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
邓找陈云章商量应付办法，决定由陈云
章策动“六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对金银
进行扣留。
“六团体”中以陈云章为首的湖南
省工业会组织力量最为庞大，其次是长
沙市商会这个历史悠久的商人联合组
织，资产背景最为雄厚。但此前各协会
之间并不和睦，党派林立，纷争不止，这
一次却因为政府发行金圆券而被绑在
一起。大家饱受法币贬值之痛，现在看
到政府强制发行金圆券，不到两个月又
连续贬值，都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保
障商人的合法利益，至少保住发行金圆
券的储备金不动，
以稳定市场。
1948 年 11 月 1 日，陈云章借着讨论
“工资”这个议题，召集“六团体”全体理
监事联席会议。通过这个会，陈云章将
国民政府财政部让长沙分行将金库中
储备金运到上海的命令说了出来。会
场一时群情激奋，与会者一片哗然，很

多出席会议的理监事义愤填膺，嚷着要
到长沙分行讨个说法。
陈云章继续在大会上说：
“ 这次政
府一面拼命发行通货，一面又严厉执行
限价，这简直是自己打自己。金圆券现
在已发行百亿元以上，超过原拟额五倍
多，物价当然要涨五倍。我们湖南决不
允许重走上海的道路（当时蒋经国正在
上海严厉执行限价政策）。
”
陈云章在会上提议：不准黄金白银
运走，说空话是没有用的，在座的各位
要打破成见，联合在一起，共找出路。
陈还说：不但要团结长沙市的人民，而
且要团结湖南人民，把湖南老乡辛苦积
攒的血汗钱留在长沙。
陈云章呼吁：大家要拿出行动来，
立即去包围中央银行，得到不运走黄
金、白银的保证后，方能罢休。
陈云章的讲话得到全场拥护，众理
事一致决定立即包围中央银行。会议
推举省商联代理理事长林端生、省总工
会理事长林醒民、省农会理事长周鼐
古、市商会理事长崔伯鸿、市总工会理
事长张福云和陈云章为领队，率同与会
的全体人员齐赴坡子街包围中央银行，
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
商人罢市，工人罢工”。
大伙将坡子街上的中央银行长沙
分行给围得水泄不通，坐在办公室内的
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满头大汗，勉强应
付，最后迫于“六团体”的声势，请来省
政府秘书长邓介松来调解。于是在三
方协商下，作出由“六团体”会同中央银
行将金库封存，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启
封，由该行经理辛蘅若电请中央总行缓
运金银的决定。众人当即进入金库清
点金银，合计黄金三万三千一百五十
两、银元八十三万九千枚、白银二十二
万余两、美金八百四十元、港币一百四
十六元。

1949 年，
《长 沙 日 报》
玉楼东广告，
麻辣子鸡改
成了锅烧鸭
子，
据推测，
可
能玉楼东当
时在推新菜。
长沙之吃，各有“专家”，玉楼东，
“ 麻辣子鸡
汤泡肚”之专家也。牛肉专家首推李合盛，吴主
席奇伟也是为之题“别有风味”四字，摆在堂中，
以广招徕。到长沙来的人，无论达官贵人、文人
学士，
大概都要光顾李合盛一尝异味的。
“鸭子专家”则推徐长兴。徐长兴的鸭子，有
一鸭四吃之法，烧鸭则以肥嫩脆色香味六德俱备
著称。他们自己夸张着说，徐长兴的鸭子系承继
陈海鹏而来。吃者云：陈海鹏清末长沙一武职大
员也，家住新河，备鸭最肥，烹调有异味，于是“新
河鸭”
之名遂脍炙人口。当时有一副名联是:
欲吃新河鸭，
须交陈海鹏。
小吃则推火宫殿。这里原来是摊担之场，小
贩苦力，在饥肠辘辘之中，到这里一碗馄饨，一客
饺饵。阔一点的，二两白干，一小碗猪血，一碟蹄
花，便能够受用了。长沙一把大火之后，市面日
趋寥落。

偷运黄金，
湖南人血汗终入广东

“监守自盗”
，
3万两黄金不翼而飞
1949 年 元 旦 ，假 期 的 长 沙 像 往 年 一 样 湿
冷。入夜后的坡子街上更是鲜有人影。午夜过
后几辆行色匆匆的卡车，停在火宫殿以东的中
央银行长沙分行的门口（今坡子街财贸医院）。
管理人员打开大门，宪兵们从灯火通明的金库
中搬出一箱箱沉重的木箱。
气氛紧张凝重，谁也不敢出声。木箱堆好
后，汽车一路向南直奔衡阳火车站，车上运载的
是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后，从长沙工商农各界
搜刮的黄金 3 万余两。
夜色成为最好的伪装。就在长沙军政各界
眼皮底下，这些被搜刮的民脂民膏，竟被神不知
鬼不觉地运到了位于广州的临时政府，准备登
船运往台北。
两个月前，长沙工商各界组成的“六团体”
（有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
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还组织联合会议
一致要求扣留这批黄金，然而大厦将倾的国民
政府，已经不顾湖南各阶层人民的死活，由中央
财政部直接电命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行长辛蘅若
秘密将黄金运出长沙。
等消息报告到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
程潜那里，从衡阳出发的两节铁皮车厢托运的
数万两黄金已经向广州开去。
这些从湖南老乡手中搜刮的巨款还追缴得
回来么？

坡子街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旧址。

垂死挣扎，
金圆券强刮民脂民膏
事情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1948 年 8 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以高
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同时，禁止金
银外币买卖或持有，
强制兑换金圆券。
这看似力挽狂澜的经济改革，实则是腐败
透顶的国民政府在饮鸩止渴，以币值改革的名
义将黑手伸向普通的老百姓。前者的法币改
革已经崩盘，国民经济命悬一线，物价飞涨，
1948 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 660 万亿元以上，
物价上涨 3492 万倍，100 块的法币竟然买不到
一张纸，法币彻底崩溃。
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推行金圆券，妄图
以稳定上海而加快全国币制改革的进程。而
金圆券推行短短两个月就重蹈法币旧辙。此
时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打响，国民党在长
江以北败局已定，军政、经济全面崩溃，为了能
够在最后的时刻狂捞一笔，国民政府已经把黑
手伸进各省市的地方金库，要求各省市的中央
分行将金圆券换抵的黄金陆续运到上海，转运
台北，为退守台湾做准备。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地下金库遗址。
组图/陈先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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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大厦

年底每元尚可折合银币二厘，本日已跌
至半厘（每银币壹枚可换金圆券壹千八
百元），市 面 紊 乱 ，势 将 停 闭 。 而 军 警
公教人员生活艰苦万分，现在军队待
运，士兵副食费每月折合银币不足五
分，出入差额超出情理以外，委实无法
维持，如何挽救此等巨大危险，恳速赐
示。在此间军政首长连日会议研讨，
颇 有 补 救 办 法 ，惜 交 通 隔 绝 ，无 所 秉
承，坐视崩溃，徒呼奈何。情势急迫，
不 能 不 权 宜 措 置 ，以 救 危 乱 ，合 并 声
明。程潜，丑东。”
2 月 2 日又追加一份电报：
“财政部徐部长：东西电计达，密。
本日长沙市银元陡涨，每元折合金圆四
千元以上，百物追升、手持金圆者几无
法采购物品，险象环生，不可终日。虽
经剀切宣导，并采取镇慑手段以求安
定，而人民佥认中央银行将湘省收兑黄
金 运 走 ，迄 无 发 还 消 息 ，金 圆 信 用 扫
地。为安定地方收复人心起见，恳即电
饬中央银行立将上项黄金三万余两即
日运回长沙，并按照目前沪市牌价，逐
日抛售黄金，以重币信，而解倒悬，敬祈
电复。程潜，
丑冬。”
连续两封电报而中央银行总行始
终未允。陈云章也用“六团体”名义打
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金银退
回，则湖南停止缴税。
程潜逮捕了辛蘅若，就是明摆着与
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是内外倾轧的
国民政府已经腐朽透顶，根本不搭理湖
南的地方请求。
无奈之下，为了维持湖南的民生、
军政，湖南省政府决定抛弃金圆券，用
剩下的白银和银元为基金由省财政厅
主持，省建设厅和省银行协办，从本地
的银楼、机械厂找来工人自铸银元，勉
强度过解放前夕的黑夜。
长沙解放前白崇禧来长沙，辛蘅若
被释放，去了香港。轰动一时的乱世黄
金案就这么不了了之。
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曾封存三万
多两黄金的金库还在坡子街财贸医院
内，现在财贸医院要拆掉了，这段历史
又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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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40 年代火宫殿餐棚。
相反的，火宫殿里那些小担，却已搭成棚户，
俨然成了闹市。小公务员、小资产阶级、吃租的
大少爷、长沙里手之类，为了物价高涨，生活一环
一环的紧缩，上不得天然台、奇珍阁那些高贵点
的酒馆，于是大家走向火宫殿。火宫殿为了欢迎
这些高贵一点的顾客，尽量做出他的拿手好菜，
于是“价廉物美”几个字便挂在火宫殿小吃之下
了。一直到今日，火宫殿小吃，还保持他的荣誉，
第一还是“价廉”，第二才是“物美”，于此，可以看
出抗战以来人们经济生活的没落，物质享受愈趋
愈下，
长沙的吃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吃的工具在长沙，沈从文认为这是一个特
色，外省人经过长沙，对长沙留下的印象，在饮食
方面必然是大盘、大碗、大调羹和大筷子——这
一长沙的特色，也有长沙的味道。
品，或者为吃而品题，这是文人墨客风雅之
士的事。长沙“吃的名人”近百年来，恐怕还得推
为玉楼东汤泡肚的叶郋园。

◀

叶德辉 叶(大麻子 。)

就在大家以为辛蘅若会顾及湖南
人民的死活留下黄金时，一场惊天大
案在湖南省军政各界眼皮底下悄然发
生了。
1949 年元旦假期的一天深夜，陈云
章突然接到一位自称中央银行长沙分
行的员工打来的电话，说是黄金被全部
运走了，
白银也要在今晚起运。
陈云章得到消息后迅速报告给湖
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后者带人马不
停蹄赶到坡子街中央银行的金库清点
黄金。结果尚存黄金一万零一百四十
五两又 0.579 盎司、白银三万五千五百四
十三两（这因为上次封存后，中央银行
继续有所收进）、银元六十五万零三百
三十六枚。之前三方协定封存的三万
多两黄金不翼而飞！
据后来一位曾参与调查报道偷运
黄金案的民国记者回忆说，这批黄金并
未从长沙上火车，而是从衡阳上火车去
了广州。
事后看，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
偷渡黄金案。趁着元旦假期湖南军政
商各界放松警惕，偷渡方先将黄金伪装
成镍币 20 余箱，然后在 1949 年 1 月 4 日
凌晨，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
衡阳，再转火车，于 1 月 7 日运抵广州。
整个行动过程极为诡秘，在众人眼皮子
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两大车皮子
黄金运到了广州。
偷运黄金的消息传出后，湖南舆论
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
罪责难逃，连夜从位于潮宗街的九如里
公馆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
海。分管江西防务的程潜即刻电告江
西省主席方天，截捕辛蘅若。同时派人
尾随追捕，在一处汽车站（有说火车上）
截住了逃跑的辛蘅若，押回长沙后软禁
在湘雅医院内。
湖南省政府以释放辛蘅若为交换
条件要求行政院将黄金运回。
2 月 1 日程潜亲自发电给财政部，言
辞恳切，
电文中说：
“财政部徐部长：近来币值猛跌，物
价暴涨。湘省自央行运走黄金后，人民
对于金圆券更不信用，几成废纸，阴历

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行长辛蘅若秘密将 3 万两黄金运出长沙。

郋园之于吃，
是有诗为证的：
好吃无如叶大麻，未曾上桌口先喳。
常将二箸夹三块，惯耸双肩压两家。
咬破血尖流赤血，拨开碗底现红花。
最是酒阑人既散，斜椅栏杆凿板牙。
叶大麻子，郋园先生绰号也。据说诗为湘
绮先生作，确否待证。长沙尚有“叶大麻”之流
者乎，对于“吃在长沙”写来必头头是道，说来必
本版顾问： 更津津有味。尚希为长沙之吃表而彰之，亦盛
陈先枢（湖南事也。 (原载 1947 年 9 月 8 日湖南《国民日报》)
文史馆馆员）
辑录整理：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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