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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天贵福亲书自述、诗句

王庆成辑校

说明:下面刊出的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的自

述、诗句等材料 9 件。它们在台北原档中共 12 个编号。其

中他亲书的"十救诗"诗句，与太平天国刊本无异J.见于略

去;其余的，以类相从，归纳为 9 件。因台北原档案有缺

伏，两篇不连接的纸，可能原属一件;所以 9 或 12 可能都

不是本来的件数。

9 件中 7 件是洪天贵福亲笔书写。非亲笔的两件一一在

南昌府和在巡抚衙门的供词，从每件中有两人以土笔迹和语

气来看，它们也应是洪天贵福自己所写而经书吏分别抄录

者。在巡抚衙门供词一件， <太平天国〉巳刊载，但有错字，

这里仍予刊出。各件均加标点，并酌量分段;一切文字，均

不改动。

洪天贵福的自述中有许多独特的史料。对洪秀全家庭的

情况，逝世原因和日期，李秀成等带他冲出天京和途中的战

斗，随同出天京的将领和诸王名单等等，他都提供丁有刀的

依据。举洪秀全去世日期一事为例，李秀成亲书自述作四月

廿一日，洪仁汗自述作四月十九日，曾国藩入天京亲讯宫女

后记死于四月二十日。这引起许多考证。洪天贵福说死于四

月十九日，并具体说死于四月十九日夜四史。这就明确地解

决丁问题:十九日、二十日都不错，廿一日之说是记错了一

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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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天贵福在诗句中，在巡抚衙门的供词中，吹捧清朝皇

帝，表示不乐于当长毛，愿去读书考秀才。同样的诗句写 t

两边，第二遍写于天历十月初六日。这一天是清历十月二十

日，是他的就死日。这说明，他写完诗句就被凌迟处死丁。

(一)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一

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我

总未见他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官来葬的。葬在新天门外

御林苑东边山上。

六月十六日午时，官兵攻破城池，我在楼望见。我乃下楼出

到荣光殿，忠王乃入朝带我出。他从城口到芳山被擒了。尊玉带

我从淳化镇到广德。总是养王吉庆元带路。吉庆元带我们走，他

欲带我去建平，我知是错路，又被我晓得时到广德，昭玉在四

安，是日昭王即上来见我。后几天，干王、恤王从湖州来见我，

干玉、堵王他们会议来江西会李侍贤大队。乃在广德山城，昭玉

带我出，养王开路。我们一路总未打仗，袖王一路亦打仗，堵王

一路亦打仗，共三路人。堵玉在宁郭墩炮打伤死了。后在一处，

三路兵合为一路。

到开查县离城不远，昭王统兵欲去攻，却见路不好走便回头

了。后到威坪，闻得威平有官兵，昭玉、借王、养王、扬王统兵

去战不利，后乃回程从一处去，我不晓地名，到一处有大河，离

徽州不远，有官兵抵住他们，打败官兵便过河。我们过毕河，首

王范、汝增未过河，官兵炮船又来了，将首王打散，有万多人未过

河。后到一处离屯溪不远，亦有官兵来，我同尔们相遇，尊玉叫

我骑马飞跑，他们在后同尔们战，尔们未战便去了。后上一大

山，我在山上见官兵来战，在山下养玉、扬玉并不战，马尽丢

了，官兵追有七八里，追到石营盘便不追了。第二天行在路，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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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官兵来同我相遇，我跑上山，山无路的，干王他们队伍回马枪

打走官兵，我过山去方会得干王。那回我甚危险，同官兵只隔 a

小山。至Ij开化县次早，官兵有千多又来了。入了城，花旗同尔们

战胜乃回。一路来到离河口不远，亦有官兵来。借王(下缺)

(二)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二

(上缺)六月时，我闻得境口响，我就上楼看，却见官兵入

城，上城内小山，又见顾王吴如孝统兵来敌打不利，我乃下楼，

同光王、明王到荣光殿。我要出朝，守朝门之女官不异我出，后

忠王同黄享乾侍卫两人入朝，忠玉言能救我出城，我乃同忠王出

朝。忠王界白马，我坐骑到忠玉府，忠王乃齐兵欲去太平门交

战。临到太平门时，忠玉又率众回，欲出大南门，后又细思南门

外有雨花台，正是多营盘之处，乃回头上西门城上，却看西门外

尽是水，又不曾出。东门、南门官兵总上了城，我们乃去清凉

珊，各王议候头更时冲太平门珑口出。后冲境口出，从淳化镇去

直至广德州。未到州时，在半路遇一河，有炮船抵住。尊王、养

王、巨王及各王亲率人交战，官兵既败，乃得过河，养王儿子吉

连旺阵中死。到广德第二日，巨王洪和元自己愁他父亲，乃吞烟

死。到有几天，幼西王萧有和亦病死。

在南京时，保封王封官，均是王次兄勇王洪仁达、吏部天僚

干王洪仁开、吏部天官慰玉朱兆英三人保封的。凡封王封官，总

是他们议诏稿进，乃降诏封的。我登大宝后，沈桂议封六主帅，

忠王李秀成为大主帅、记王黄金爱为副主帅、顾王吴如孝为东方

主帅、刘逢亮为南方主帅、吉庆元为北方主帅，西方主帅记不清

是谁人。沈桂、黄金爱、吴如孝、刘逢亮均未出南京。

老天王死毕，埋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方岭上，不用棺木，是

使女官葬的。老天玉的父亲名叫洪镜扬，有个细亚妈在南京未

出。老天王有八十八个妻。我有两个弟，一个光王洪天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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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洪天明。我有三个伯，王长兄信王洪仁发在西门跳水死，王

次兄勇王洪仁达未出城，来到珑口被官兵拿了。忠王李秀成带有

查百多人，从石牛石马处到芳山被官兵拿了。独恤王仁政伯到杨

家牌，亦被官兵擒了。

出南京是尊王带我出来的。时尊王用长枪系长白带，我骑马

跟紧这白带走。我两个弟天光、天明，在南京未出。站王李远继

在杨家牌被官兵杀了。尊王刘庆汉被官兵拿到杀了。南京有千多

王未出。

天朝内有一青鹦鹉，所住是银笼，他会讲话。鹦鹉唱云:亚

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

{三)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

读过天朝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

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浩、颁行诏书。前几年，老子写票令要古

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

毕，总用火焚。我见书这多，老子不知，我拿有三十余本，艺海

珠尘书四五本、续宏简录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共二本、史记两本、

帝王庙谧年讳谱一本、定香亭笔谈一本，又洋人之博物新编一

本，还有十余本书。自我登基之后写票要有四箱古书，放在楼

上。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

朝内有一个鹦鹉会讲话，天天唱云:亚父山河，永永崽坐，

永永阔阔扶崽坐。

我有四妻:姓侯，安庆人;姓黄两个，广西人;姓张，湖北

人。

我有两个弟: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两人均十一岁。

老子在前殿，我在左殿上屋，明玉在下屋，明王后又迁居金

龙殿左室，光王在金龙殿，众妈在右殿。

本年四月十九夜四更老子病死。二十四日众臣尊我登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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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幼天玉。出城是忠王、尊玉、养玉救我出的。

{四)洪天贵福亲书由南京出来之人名单

忠王李秀成 尊王刘庆汉 养王吉庆元

著王许茂才 口王黄万兴 浓王李秀辉

拥王陈赞明 式王萧三发 虔玉姚克刚

开王赖永扬 模王萧朝兴 幼西王萧有和

这等从南京出(有另笔注"此均系从洪贵福由南京出来之

人)

(五)洪天贵福亲书太平天国诸王名单

冯云山

陈玉成

李侍贤

胡万胜

张兆安

刘官方

李开芳

卢六

吴如孝

林始发

林大居

洪仁政

秦日来

谭绍光

朱兆英

南
英
侍
豫
依
襄
请
暇
服
顾

敬
恤
贺
袖
慕
慰

萧朝贵

石达开

蒙时雍

林绍璋

魏超成

赖文鸿

卢文他

陈坤书

洪春元

莫仕睽

黄崇发

秦日庆

李远继

黄章桂

西
翼
赞
章
循
匡
就
祝
宗
护
对
补
爱
庆
花
学
趋

世赖封后

陈得才

黄得用

秦日南

东王杨秀清

干洪仁Jf

忠李秀成

辅杨辅清

顺李春发

卫洪仁闻

奏苗沛霖

求林凤祥

瓢黄秉忠

事

扶

黄文安

胡鼎文

陆顺得

畏
恭
望
孝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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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黄盛爵

直林得英

从陈得隆

保洪仁山

沃张洛行

昕‘陈炳文

心侯贤提

跟蓝仁得

怀周春

记黄金爱

宾福寿

黄享乾

蔡元隆

刘庆汉

愉
屡
捧
喜
云
视
会
尊
凛

西方主帅

顶萧朝富

守方海宗

后黄朋厚即小老虎十四

启蓝成春

遵赖文光

铭张立超

随杨柳谷

恋赖永

志陈志书

腑朱锡坤

播练顺森

欣

讴

有

是

为

潮

献

荣

劝

名功贵

黄盛乾

死九江

黄呈忠

秦日源

陈观意

古隆贤

陈潘武

陈仕荣

黄文金

范rÞ:增

方营宗

陈荣

罗大纲

张善超

李明成

黄四福

侯裕宽

黄子隆

黄玉秀

廖发寿

吉庆元

孙茂升

刘蔚鸪

邓洗明

谭应芝

戴
报
善
奉
相
导
堵
首
念
感
肺
颂
扬
歌
重
如
养
问
享
归
乐

{六)洪天贵福亲书请安本章格式和赞美诗

平朝请安本章

小子天贵福跪请

爹爹宽心安福坐，

爹爹万岁万岁万万岁。跪请

爹爹圣体安否，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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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放宽圣怀，永坐天国万万年。

小子天贵福跪请

爹爹宽心安福食宴。

小子天贵福跪请

爹爹宽，心安福坐。跪请

爹爹身安否，请

爹宽心。

小子天贵福跪请

爹爹宽心食宴，食毕宴放宽

圣怀安福睡。

七日礼拜赞美云:

平饭请安

午时请安

夜饭请安

赞美上帝圣神为天帝父

赞美基督为救世天圣主

真道岂与 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 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 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 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 广大无边

不情大子 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 吾侨罪孽

人知悔改 骂人得升天

食饭感谢云:

感谢上帝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运人得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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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洪天贵福亲书送唐家桐诗三首

右运唐家桐哥哥诗三首

跟到长毛心难开 东飞西跑多险危

如今跟哥归家日 回去读书考秀才

如今我不做长毛 一心一德辅清朝

清朝皇帝万万岁 乱臣贼子总难跑

如今跟到唐哥哥 惟有尽弟道恭和

多感哥哥厚恩德 喜谢哥恩再三多

甲子年 十月 初四日夜五更洪贵福写

眼倒长毛心难开

如今跟哥归家日

如今我不做长毛

清朝皇帝万万岁

如今跟到唐哥哥

多感哥哥厚恩德

甲于年 十月初六

右颂唐家桐哥哥诗三首

东飞西跑多险危

回去读书考秀才

一，心一德辅清朝

乱臣贼子总难跑

惟有尽弟道恭和

喜谢哥恩再三多

洪贵福写

{八}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

(原题"南昌府讯洪天贵福供壶本")

99 

据洪天贵福供:年十六岁，在广东花县生长。父亲老天王洪

秀全，今年五十三岁，有八十八妻。我系第二房赖氏名莲英所

出，现年四十多岁。我有两个兄弟，均系十一岁，一名天光，封

为光王，系第十二母陈氏所生;一名天明，封为明王，系第十九

母吴氏所生。并有两姊三妹，均不同母的。我有四妻，年纪均与

我相仿，一侯氏，一张氏，两个黄氏，均未生子。我自五岁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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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六岁时读书，同一个姊子名天妓系长我十岁的，教我读

书，并无先生。我在南京夫妻五人住在宫内左殿，父亲住在前

殿，生母住在右殿，天明弟住在我之下首，天光弟住在金龙殿，

宫内共有七八个殿。那干王洪仁开是我族中疏房叔子，于己未年

到南京来的。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蟆蛤为美味，用

油煎食。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

症，我亦不知。尸身未用棺棒，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

上。宫内有前后两个御林苑，父亲葬处系在前御林苑，距父亲生

前住的前殿隔有两个殿。

王长兄信王洪仁发、王次兄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们就

于四月二十四日扶我接位为幼天王。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

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敏县人沈桂四人执掌。洪仁达并

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是忠王李秀成总管。

六月初六日五更时，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醒

来告知两弟。不料是日午后，我在楼上望见官兵果然把那里城墙

轰塌，拥进域内。忠王李秀成及尊王刘庆汉们带了一千多兵、马

六七百匹于初更时保我从太平门缺口处冲出，官兵在城墙上看

见，追来至山边，李秀成转身拦截官兵，同洪仁达均被擒获。那

沈桂，都称他为沈真人，亦于那时被炮打死。洪仁发于破城投水

身死。我的两个兄弟天光、天明及母妻均在南京城内，并未携带

一个妇女出来υ 一切各物亦未随带。城内还有七八万人。我的姊

乎天妓许与广东人金玉钟义信为妻，尚未成婚，亦在城内未出。

我从南京动身由淳化镇过到不知地名，与官兵打仗，彼此均

阵亡不少，我兵死的更多。到那河边，官兵原想、烧断浮桥，被我

兵抢渡，行至前面地方遇见官兵，我们的马匹丢弃甚多，军装亦

抛弃不少。走了四五日到广德州，那干王洪仁玉手从湖州带兵来到

广德州，并办了好些贡物。那恤王洪仁政亦从湖州来到 O 那幼西

玉萧有和在广德州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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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广德州住了有半个多月，干王洪仁开、堵玉黄文金们

因知侍王李侍贤己来江西，就于七月不记日子带了七八万兵，保

我从广德州起身来江西与李侍贤会合。列王黄宗保带了花旗军在

前开路，花旗军有多少我亦不知。养王吉成元、堵王黄文金、昭

王黄文英各带兵分三路行走，我只穿了蓝白单夹长褂，头扎绝纱

巾，脚穿鞋子，沿途骑马经过的地方，均不知名。到宁国墩的地

方遇见官兵打仗，墙王黄文金被炮子打死了。三路兵合为一处，

走黠县到威坪与官兵战败。到一处有大河离徽州不远，与官兵打

仗获胜。我们过了河，有首王范、改增带了一万多人未及过河，官

兵炮船来了，都被打散。又到一处离屯溪不远，遇见官兵。我骑

马先走，尊王刘庆汉在后打仗，官兵退去。到一大山，又遇官兵

打仗，我们马匹丢弃不少，官兵追了七八里才转去的。到第二日

又遇官兵，我跑上山没有路，险被擒获，幸二F玉的队伍回马枪把

官兵打走。到开化县又遇官兵，我的花旗兵战胜。那日到离河口

不远，楷王谭体元带了他的队伍，因与官兵打仗，走往光泽县去

了，到横村，谭体元才来合队的。到唐坊又与官兵打仗，官兵大

胜，追到杨家牌。那日三更时分，官兵猝至，把我冲散。我独自

一人骑骤子过桥走了几里，看见官兵来了，我跌下坑去。官兵过

去，我就上山，在山上饿了四天，遇见一个臼衣无须长人给我一

个茶碗大的面饼。我接饼在手，那人忽不见，我把饼吃了，又在

山上过了两天。到第六日下山，央人剃了头，到唐姓家，那唐姓

就叫我帮他割禾，有人盘问，我捏说瑞金人。在唐家住了几天出

来到自水镇，至高田地方遇见官兵，问我要金银，没有把衣服剥

去，并要我挑担，致被盘出拿获的。

那侍王李世贤听说往广东去了。那康玉汪海洋尚在瑞金，要

往福建去，我没有赶到。我在杨家牌冲散之时，站王李远继被官

兵杀了。那干王洪仁开还在我之后。他有三四个儿子，一名葵

元，长我二三岁。我在石城曾见他骑了→匹骤子。那忠王李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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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儿子，一名李荣桂，并非亲生，不知下落;一不知名，现

年四岁，系他亲生的，已在石城被获。

我的头发是我父老天王在日叫我剪去，只剩了这些。凡我父

面前的人都要一样剪去，不剪要打，究系什么意思，我也不知。

我们的礼拜赞美语句另写一纸呈阅。我的兵在石城地方只剩了二

千多人，我自冲散后想必归康玉汪海洋往福建去了。

我所说的日期是我那边的日子，较之大清的日子要迟十天。

那东王杨秀清系六年被北王韦昌辉杀死。南王冯云山于未得南京

以前就死了。西王萧朝贵系在长沙被炮子打死的。北王韦昌辉自

杀杨秀清后，旋亦被人杀死。那翼玉石达开自去四川后没有音

信。另有扶王陈德才、崇王陈德隆、天将马荣和三人带了人马F

陕西，亦无音信。我只知名，未见他三人之面。

我父亲不吃猪肉的，并不准众人吃酒，所以从前我只吃牛

肉，不吃猪肉，如今也吃猪肉并常吃酒。那洪仁野是好吃晤的。

我称母为妈，我妈与第四母余氏不和，父亲因将俩母均锁闭了好

些时。那时我年纪尚小，不见母常行啼哭。我父在日，各王见我

均须跪礼，母磕头礼我的。花旗兵从前在常州与洋人打仗，得了

两尊西瓜大炮。我名贵福，父亲先封我为真玉，外人误传真王二

字为璋字。是实。

{九)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

(原题"本部院亲讥洪天贵福供圭本")

洪福琪供:我，广东人，自少名洪天贵，数年前者天王叫我

加个福字，就名洪天贵福。登极后，玉莹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

字，致外人错叫洪福琪。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

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就

不准我与母亲姊妹见面。老天王做有十救诗给我读，都是说这男 ω

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我还记得几首。我九岁后想着母亲姊

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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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时偷去看他。老天玉叫我读天主教的

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我也是偷看过三十多本，

所以古书名色也还记得几种。从来没有出过城门。

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

极，拜了上帝，就受众人朝贺。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

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以后我就叫幼天

王。我四个妻子都叫幼娘娘。

六月初六日五更，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到了

午后，我同四个幼娘娘在楼上望见官兵入城来了，我就往下跑，

幼娘娘拉住不放，我说下去一看就来，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

忠王带我走了几门，都冲不出来，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

出来，才出来十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尾后都被截断了。到广德州

只剩数百人，就约堵王等分路来江西寻康王、侍王。沿途节节打

仗，不计次数。到那日到杨家牌，我就说，官兵今夜会来打仗，

干王们都说官兵追不到了。三更时候四面围住，把我们都打散

了。官兵追得紧，我过桥吊下马来，他们把我扶过岭。官兵追

到，我与身边十几个人都挤下坑去。官兵下坑来，把他们全数都

拿去了，不知何故单瞧不见我。

我等官兵望前追去，独自一人躲入山里，藏了四天，饿得实

在难过，要自寻死。忽然有个极高极大的人，浑身雪白，把一个

饼给我，我想跟他去，他便不见了。我将饼吃下就不饿了。又过

了两日，下山到了唐姓人家，我说是湖北人，姓张，替他割禾，

他给我饭吃。他那里有人剃头，我就顺便也剃了。住了四日，唐

姓人叫我回家。我就走到广昌的白水井，问人说是往建昌的路，

我怕建昌有官兵，就回头。有一个勇说我是长毛，把我衣服剥去

了。又走到瑞金地界，就有一个勇叫我替他挑担，我说不会挑，

又回头走到石城地界，就被他们把我带到营中。

唐老爷待我甚好，我的话都告诉他说了。那打江山的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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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

做的。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

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

大型资料集〈抗日战争〉出版

为纪念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爆发 60 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 52

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数十位专家学者，历经七

年，从数以亿计的中外文资料中，精选和翻译了近千万字的抗日

战争基本史料，编辑成大型史料丛刊〈抗日战争) (资料集)，近

日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

〈抗日战争) (资料集)全书共 900 余万字，精装 7 卷 11 册。

该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和所

领导的倡议指导下，于 1991 年开始编寨的，被列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八五"重点课题。内容包括:绪论一一-从九一八至七七、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外

交、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日军暴行等诸

多方面。所收资料包括文献档案、政府公报、专著、回忆录、各

地文史刊物中的"三亲"史料、各专题资料汇编(包括台湾出版

的资料集或档案汇编)、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外文资料中的有关

著作、回忆录、日记、私人档案等，以及英、美、日、苏、德、

法等国外文件(包括己刊、未刊的档案)，解放后出版的档案资

料、期刊或专刊中的相关内容。

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展现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

战争的综合性史料集，由胡绳同志题签，刘大年同志作序。出版

后，很快受到海内外有关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中国新闻杜、

〈人民日报上〈光明日报〉等传媒己对该书作了报导和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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