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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私一钱知府”杨继宗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在民间，宰相刘罗锅
与贪官和珅斗法的故事
广为流传，其实在历史
上，与和珅一直针锋相
对、据理力争从不妥协的
是清代陕西唯一的状元
王杰，电视剧《宰相刘罗
锅》的故事就是根据王
杰的原型塑造的。王杰
历经乾隆和嘉庆两朝，
为官40余年，清正耿直，
不畏强权，最终成为审判
和珅的主审官，扳倒了这
个清朝最大的贪官。嘉
庆称赞王杰“直道一身”
“清风两袖”，这的确是
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继宗，字承芳，山西阳城人，是明朝著名的
清官，位居明朝“天下四大清官”之首。
当时的明朝政权已是贪腐之风肆虐，贪腐

现象无处不在，但杨继宗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
染，洁身自好。明宪宗皇帝曾问当时掌权的太
监汪直：“朝觐官中谁廉洁？”汪直回答说：“天
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宗一人耳。”后有人在宪宗
皇帝面前诋毁杨继宗，宪宗问进谗言者：“得非
不私一钱之杨继宗乎？”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
钱的知府杨继宗吗？诋毁者惶恐，知皇帝已经
知晓杨继宗清廉，从此，不敢再诋毁。杨继宗
“不私一钱知府”的美名也由此传开。

杨继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升任湖广
按察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打来清水，
将衙门里里外外彻底冲洗了一遍，然后才进去
理政问事。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他说“吾以
除秽也”，我要清除前任的污浊，以此昭示他清
除贪官污吏、整治腐败的决心。
嘉兴是富庶之地，朝中的权贵和宦官经过此

地时，总是千方百计地索取财物，中饱私囊，地方
官有的怕得罪他们，有的想借机讨好，大都满足他
们的要求。杨继宗到任嘉兴知府后，一改旧弊，凡
经过者只送一些菱角、芡实之类的土产和历书。
一次，一位颇有权势的宦官路过嘉兴，杨继宗照例
送了土特产和历书给他，宦官极为不满，非要金银
财物不可。杨继宗见状，便让人到府库中取来金
银，对宦官说：“钱全在这里，随你取去，只是要写
下取钱的官府印卷。”吓得这宦官连忙离去。
杨继宗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他在任嘉兴知

府时，遇到御史孔儒来嘉兴清理军籍。孔儒在清
理过程中，任意鞭挞乡里老人，许多人被他打死，
杨继宗对此深为不满。为此，他贴出告示：“有被
御史杖责致死的，来府衙报告名姓。”孔儒十分恼

怒。杨继宗前去拜见他时说：“你可以剔除奸弊，
劝诫惩办官吏，而那些挨家挨户稽查的事情，应该
由我们地方官来承担。”说得孔儒无话可对，但心里
十分忌恨，决心报复。临行前，他借御史之权，突然
闯入府衙之中，打开杨继宗的箱筐察看，想查出些
金银财宝，安他一个贪腐之名。没想到箱筐中只
有旧衣数件，别无他物，孔儒只好惭愧而去。

在嘉兴有一豪强，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甚
至勾结盗匪，明抢暗夺，但因其有财有势，又广
交权贵，没人敢问敢碰。杨继宗到任后，正赶上
此豪强与众盗劫掠一批起解的官捐案。杨继宗
详查后，确定此豪强是首恶，于是将其抓捕法
办。豪强家人知杨继宗清廉，不私一钱，无法用
金钱打通关节，便另谋途径。恰巧这时有一位
高官途经嘉兴，豪强家人便用巨金厚礼买通此
高官，高官找到杨继宗，以此案无原告为由，为
豪强开脱，要杨继宗将其释放。杨继宗对高官
说，豪强盗窃的是官捐，要什么原告，如果要找
原告的话，朝廷是失主，我这个知府就是原告。
说得那位高官无话可对，结果，豪强得到了严
惩，高官也被弹劾。豪强被严惩，地方获得安
宁，百姓拍手称快，也更加敬重杨继宗。

杨继宗曾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提到自己“一
生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无外物”，这正是他一生
真实的写照。杨继宗能在腐败之风盛行的环境
中，洁身自好，做到清正廉洁，不私一钱，处处为
百姓着想，勇于向贪腐邪恶势力做斗争，其精神
和品格着实令人敬佩。

钦点状元
名副其实

王杰，字伟人，清雍正三年（1725）出生于
陕西韩城。他八岁丧父，家境贫寒，所幸关中
义学兴盛，让他这样的贫困子弟有了读书的地
方。王杰天资聪颖，一心向学，得到了老师们
的喜爱，由此受到了悉心培养，使他对四书五
经、地理、天文等多有涉猎，特别对北宋思想家
张载的关学颇有研究。
乾隆十二年（1747），王杰在县考、府考中

脱颖而出，均名列第一，时任韩城知府赵筠十
分赏识这个农家子弟的才气，竟然题词“旷代
雄文”四字，悬挂王家宅院，以示表彰。王杰被
授予蓝田教谕的官职，可他却拒绝了，因为他
有更高的人生理想。
王杰离开家乡来到了西安，就读于著名的

关中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终生影响巨
大的关学大儒孙景烈。孙景烈曾任翰林院庶
吉士，致仕归乡后，投身教育，学问极其精深，
被称为关西夫子。可在世人的眼中，孙景烈是
个典型的老学究。寒冷的冬天，不肯在屋里生
炉烤火；炎热的夏天也是一身长袍正装，容貌
整肃，坐卧行止都保持着师道尊严。这种作
派，在俗辈人眼中几近于愚，可就是这个倔老
头，让王杰眼界大开，学问大涨。《清史稿》描述
说：“王杰……初从武功孙景烈游，讲濂、洛、
关、闽之学……学益进，自谓生平行己居官得
力于此。”王杰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受孙景烈的
影响，使他入仕后虽身在清朝污浊的官场，却
始终能做到洁身自好，以直立身。
因为还有老母需要奉养，王杰在孙景烈的

推荐下，先后到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
宏谋府上做小小的书记官。由于才华出众，文
笔甚好，且性格耿直，尹、陈“皆重之”，都很青睐
他。据《清史稿》记载，王杰的主要工作，就是替
这两位乾隆年间政坛大腕级的人物起草给皇帝
的奏章，不经意间，乾隆渐渐熟悉了他的文笔和
字体，这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幸运。
乾隆二十六年，王杰赴京考进士。殿试

时，王杰的考卷排列第三，排在第一位的，是江
苏阳湖才子、后来成为清代著名诗人的赵翼。
当乾隆看到王杰的试卷时，突然觉得这工整秀
丽的书法很是眼熟，细端详之下，想起跟大臣
尹继善呈递奏折的笔迹很像，于是询问左右，
得知此卷是常替尹继善誊录奏疏的幕僚王杰
所作。再询其人品，知道亦非等闲之辈，于是
便将王杰的名次提为第一，钦定为状元。当新
科进士朝中觐见时，乾隆见王杰“风度凝然”，
更加高兴，确认自己圈点无误。因为陕西自清
朝开国以来从未出过状元，这一年西部边境的
战争又取得了胜利，乾隆便当面作诗给王杰
说：“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
王杰高中状元，却因为掺杂了个人经历的

幸运因素，让一些学子很是不服。据野史记
载，当时山东曾有举子当面出难题，要求和王
杰对对联。上联为：“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
章出东鲁。”王杰从容不迫，信手拈来：“文王
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山东举子闻听

肃然起敬，知道王杰的状元绝非浪得虚名。

秉性刚正
不畏权贵

王杰中状元后，很快就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不久被擢任为侍讲。他深得张载关学的精髓，
更秉承了其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儒家知识分子的
崇高理想，崇尚正直的品格，追求不屈的风骨。

王杰的学识和风范都很得乾隆的赏识，于
是任命他为上书房总师傅，教皇子颙琰、即后
来的嘉庆读书。王杰作为老师相当不讲情面，
即使面对的学生贵为皇子，只要课业达不到要
求，便会严加教训，甚至施以罚跪等体罚措施。

有一次，颙琰因为犯错被王杰罚跪，恰巧
被前来巡视的乾隆看到，他立刻让颙琰起身，
然后转向王杰说：“教者天子，不教者亦天子，
君君臣臣乎！”显然皇帝很生气，提醒王杰说，
你教他他是天子，不教他他也是天子，可别忘
了君臣的身份！这番话警告的意味很浓，放一
般人早就吓死了，可王杰不为所动，平静地回
答说：“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
意思说，皇子虽然教育不教育都会当皇帝，但
教育之后便是尧舜一样的君主，而不教育便会
变成桀纣一样的昏君，这是为师之道！

乾隆听了，忙让颙琰重新跪下，然后推心
置腹地对王杰说：“我把颙琰托付给你，就是把
大清江山交到你手中。你若能将他铸成大器，
不只你立功，也是万民之幸，亦是大清之福。”

王杰的耿直和刚正赢得了乾隆的信任，他
历任吏、礼、兵、刑、工五部侍郎，就是古代常常
称赞的叠加五部。后来，又迁左都御史，授兵
部尚书。乾隆五十一年，他被任命为军机大
臣，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成为当朝
“宰相”。

乾隆一朝，最受宠的大臣非和珅莫属。和
珅很会弄权，他一边哄皇帝高兴，一边在朝中
把持朝政，打击异己。朝中几乎没人敢跟他叫
板，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王杰。

据《清史稿·王杰传》记载：“杰在枢廷十余
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
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
争。”王杰为官，事事认真，无论事情可否，都会
详尽陈奏。和珅势力显赫，多会擅权决断，同
朝大臣都隐忍不敢说话，唯有王杰，只要认为
不对，一定据理力争。别人怕和珅，王杰不怕，
不仅不怕，甚至还当面嘲讽，一点面子也不给
和珅留。

有一次，和珅得到一幅墨宝，拿到军机处
炫耀，几位军机大臣观摩一番，都争相竖起大
拇指，称赞好画。热闹一阵之后，大家发现只
有一个人默不作声，那就是在一旁端坐的王
杰。此时，他斜了和珅一眼，轻蔑地说道：“王
某真是想不到，贪墨之风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难怪白莲教起义好几年了，朝廷花了无数银子
也没有平定。”

和珅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没有办法。他虽
然恨得牙根痒痒，经常罗织罪名想置王杰于死
地，无奈乾隆对王杰信任有加，“上知之深，和
珅虽厌之而不能去”。

王杰顽固死硬，和珅却像变色龙一样懂得
变通。硬的行不通，便来软的，和珅想通过主
动降低身段寻求和解，拉拢王杰走近关系，以
免他跟自己处处作对。

一个冬天的早晨，百官都在朝房候朝，天
气寒冷，王杰冻得一直搓手取暖。和珅见了，
眼球一转，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笑嘻嘻地说：
“何柔荑乃尔！”王大人的手怎么摸着这么柔软
啊？旁边的人闻听，禁不住笑出声来。王杰抽
出手，正色说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
耳！”可惜啊，王某的手虽然好，却不会向人要
钱。他显然是出言讽刺和珅巧取豪夺，贪污受
贿。和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时面色铁
青，说不出话来。

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了，失去了这

棵大树的庇护，和珅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嘉庆下旨逮捕和珅，主审法官自然非刚正不阿的
王杰莫属，最终和珅被判决斩刑，皇帝“犹以和珅
尝任首辅”的缘故，令其自缢，给他留了个全尸。

洁身自好
两袖清风

王杰之所以不怕和珅之流的报复，一方面是
因为皇帝对他的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他心胸坦荡，洁身自好，白璧无瑕，让人无机可乘。
王杰性喜简淡，生活简朴，不事张扬。他平

时因私事出门，从不带跟班随从，更没有前呼后
拥的派头，甚至也不坐官轿，只一骑一仆，穿着与
百姓无异。偶尔在街头闻避道声，即肃立道旁，
说：“邑令，亦吾之父母官也！”县令也是我的父母
官啊，以百姓自居，主动避让。他平时待人接物，
性情友善，和蔼可亲，不摆官架，没有官气，常说：
“我虽宰辅，亦常人也！”

王杰虽贵为宰相，然而居住之所却十分简
陋，只有两进，没有花园，还不如一般士大夫的宅
邸。他不喜欢热闹，很少出席各种同僚之间的宴
请，在家粗茶便饭，饮食清淡，绝少鱼肉。他常告
诉家人：“我的先人都严谨节约，我能让你们不受
饥寒就不错了！况且我没有多余的东西传给子
孙，你们如果不能自我克制，仔细算计，恐怕将来
我也不能庇护你们。”
王杰严于律己，不徇私情，最痛恨以权谋

私。他曾多次被差遣到各省主持乡试，还频繁地
充当会试考官，这些炙手可热的职务，按理说稍
微做点手脚就是捞钱的大好机会。何况在当时，
做京官的老师接受做外官学生的“敬礼”被看作
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这些馈赠，王杰统统拒绝，
理由是：“今若受馈，何为官？”
这一点是和珅之流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一

个人，手握大权，不为自己谋好处，打死也不会相
信。不信邪的和珅曾秘密派人到陕西王杰的老
家去调查，结果调查的人报告说，当地人称王家
的宅子为“三王府”“四王府”，虽没见到什么样，
听名字就可以想象有多么豪华和奢靡。
和珅如获至宝，忙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乾隆

半信半疑，密令陕西巡抚调查。陕西巡抚不敢怠
慢，亲自到王杰家乡查访，结果发现王杰老家的房
子低矮破烂，根本不是豪宅。他询问乡民：“三王
府、四王府在哪儿？”乡民指着王杰的破房子说：
“这就是三王府啊。”巡抚一脸懵，这破房子还不如
我家里的狗窝，怎么能叫王府？乡民称：“三王府
是乡亲们按照王杰的姓和家中排行取的戏称。”巡
抚恍然大悟，将实情上报。乾隆闻知，非常感慨，
当即赐给王杰一些银两，用以修缮老家的房子。
除了严于律己，王杰对自己子女的要求也堪

称严苛。王杰的儿子写得一手好字，常常为他代
笔，乾隆知道后曾过问此事，按理说这正是一个千
载难逢的好机会，只需说上几句好话，儿子的前途
便不用愁了。可王杰却说：“犬子不才，难堪大事。”
王杰儿子回陕西参加乡试，他又写信给当时

担任陕西巡抚的门生，不是要求照顾，而是让他
不予录取，严厉得不近人情。其实知子莫若父，
他知道这个儿子太过豪爽，而且贪杯，进官场恐
怕会后患无穷。王杰其他三个儿子，虽然都曾读
书，但无一人通过他的人脉而进仕途。王杰经常
教育子孙说：“入仕则正途可也，不以宰相子孙喧
耀于人。”在他的后代中，只有一位叫王笃的孙
辈，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县、府、省、京逐级考试而
从政，成为道光年间的省级大臣。
嘉庆八年，已经七十九岁高龄的王杰终于被

批准致仕还乡，动身离开京城的时候，他所携带
的全部物品，仅几十箱书而已。嘉庆皇帝对这个
老师十分敬重，派皇次子送至城外，并赐给他一
把乾隆御用过的手杖，还亲自作诗为之送行：“直
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
嘉庆十年，王杰以八十一岁高龄病逝，死后

入祀贤良祠。祠中有一副为他撰写的祠联：“文
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
斥恶邪。”这或许是对这个出身陕北的状元宰相，
最为贴切的描述与评价。

拾遗
张闻天夫妇：俭以养廉做表率
张闻天和刘英结识于长征途中，共同的革命

志向和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不论时代和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改变，二人始终艰苦朴素、甘苦与
共，营造了互相照顾、互相扶持的家庭氛围，成为
模范夫妻表率。

刘英晚年回忆起张闻天，说他生前节约，衣
服领子坏了换领子，袖子坏了换袖子，同事都笑
话他：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时髦啊！到使馆
上班也总是先关电灯，仓库灯亮着也去关掉，到
处关灯。他还说留钱给子女亲戚没好处，给多了
会腐败、乱用，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

1955年，他从苏联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主
持外交部日常工作，夫妻二人将任苏联大使期间
结余的1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全部上
交给了国家。

1967年，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农场结婚，张闻
天给他们寄了400块钱，和一些用过的旧被套作
为新婚礼物。张虹生事后回忆起这件事不无辛
酸地说道：“我结婚时用的新被子还是我爱人她
家寄来的。”

1976年，张闻天逝世后，刘英将储蓄4万元
连同利息169.6元作为党费上交，未给子女留下
一分一毫，令人肃然起敬。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
刘师培以“恶札（书法非常拙劣）”闻名，周作

人回忆：“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
于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
可是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与小孩子描红相似，
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
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
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
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
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名，
我就是第二名了。”

据为刘师培阅过卷的冒鹤亭回忆：“予中乡
试，刘申叔尚应小考。扬州府试，知府沈笔香延
予阅卷，得申叔考卷，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
细不成书。但诗文冠场，如此不取府首案，决不
能得秀才。予乃将其八股、诗赋密圈到底，竟压
府案。诗题《咏扬州古迹》七律四首，其《咏木兰

院》一律，中有警句云：‘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
枝空自疑。’尤为俯仰感慨。”

古人：衣物保暖的诀窍
在冬季衣着上，现代人有棉袄、羽绒服，但古

人没那么好的待遇。据说，冬天家境贫寒的人家
只能将诸如柳絮、芦花等缝进衣物或被套中御
寒。棉花大面积种植应用后，情况才好了一些。

家境殷实的富贵人家，会选择用动物皮毛制
作大氅、披风等，厚重挡风。手足等容易冻伤，古
人便制作出各种款式的手套，有的是露出手指的
短手套，有的能把手指全部包住。

头部的保暖措施更是花样百出。在唐代，有
一种从西域过来的“蕃帽”比较流行，它又称“搭
耳帽”，帽两边有护耳，冬天垂下来正好护住耳
朵。元代，家境富裕的女子会用抹额保暖，还有
“卧兔儿”“昭君套”，功能差不多。那时候骑马或
者坐马车是比较快的交通方式，冬天出行，人们
会戴上风帽遮挡风沙。据说，忽必烈就有不少皮
暖帽、银鼠暖帽。

唐太宗：不肯吃特供蔬菜
贞观十九年冬，唐太宗东征胜利回师，途经

易州，该州司马（唐代州郡佐官）向皇上呈献了一
些新鲜蔬菜。寒冬天气，尤其是在古代的北方，
是很难吃到新鲜蔬菜的。在当时，还没有像今天
拥有多种样式的暖棚，这位司马费尽心机，驱使
农民在地下烧火增温种出蔬菜，这在当时可以说
是农业生产技术上的创新。谁知，唐太宗不但不
领情不嘉奖，反而免去了他的官职。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知道民间疾苦。在这
次东征中，他就十分体恤群众和他的将士们。他
曾对随行的大臣说：“朕从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
食，即使是早春，蔬菜也不吃，我最怕烦扰百姓。”
他穿的战袍，经历了春夏秋冬，已十分破烂，他坚
决不肯换，并反问左右劝他换的人：“战士们的衣
服大多破烂了，唯独我换上新的合适吗？”在回军
途中，途经的道路泥泞，车马难行，他与士兵们一
起割草填道，并将铺路的木料拴到自己的马鞍上
帮助铺路。左卫大将军李思摩在进军白岩城时
中箭，他亲自给他吮血。东征中，唐兵死亡近
2000人，唐太宗甚至亲自著文和到灵堂吊唁恸
哭。死者的父母听说后，都说：“我儿死了，皇上
亲自哭灵，虽死无憾！”

而那位司马烦劳百姓反季节种菜，实在是犯
了唐太宗的大忌。唐太宗十分厌恶他的做法，就
毫不留情地把他免职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