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太祖
善用旧人

史上素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
说，历代开国皇帝也惯用杀戮清洗
的方式对待前朝旧臣，以肃清旧势
力、重建新秩序、巩固新政权、凸显
新气象。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夫之身
篡位，对后周一班旧臣并没有以流
血的方式剪除，而是极尽迂回曲折，
想方设法促成他们留任，为己所用。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赵匡胤
从陈桥驿站回到京城，尽管军队已
为他所掌握，京城也被内应控制，打
扫龙庭坐天下已无丝毫障碍，但他
还是让人把前朝宰相范质等大臣请
到殿前司，商议国是。范质来到金
殿后，当面质问赵匡胤，说先帝（后
周世宗）对你有知遇之恩，如今他尸
骨未寒，你为何这般无耻，欺负孤儿
寡母，窃取周朝江山？赵匡胤痛哭
流涕地说，我受世宗厚恩，感激不
尽，然而为六军所迫，实属无奈。
此时，赵匡胤身边的大将罗彦

环拔剑厉声道：“三军无主，众将议
立检点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范
质等人毕竟是文弱书生，吓得面如
土色，只得接受事实，但他又向赵匡
胤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行禅让之
礼，二是尊世宗皇后为太后，三是养
少帝柴宗训如子。赵匡胤一一答
应。于是，范质率王溥等一班旧臣
跪拜新主。
960年正月，赵匡胤正式登基，

对范质等人不但未予罢黜，反而加
以重用：范质以司徒、平章事、昭文
馆大学士加官侍中，仍为宰相；王溥
加司空，魏仁浦加右仆射，两人仍为
副相；还有张永德，后周太祖的女
婿，加封侍中，授武胜节度使。赵匡
胤新政府的班底，绝大部分仍是后
周旧臣。这些温和、延续、富有建设

性的举措不仅稳定了人心，也赢得
了人心，使得后周至宋的王朝更迭
十分平稳，后周的大批人才也尽入
宋太祖彀中，得以选拔任用。

宋仁宗
好提携新人

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宋仁宗的
用人态度。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
谈录》记载，一次，吏部官员向宋仁
宗上奏一批人事调整名单，其中建
议将在地方任节度掌书记的李师锡
改任京官。在宋朝，地方官改任京
官程序繁琐、条件苛刻，十分不容
易。但该官员称，李师锡人品才干
俱佳，单举荐者就多达三十余人。
宋仁宗见举荐者如此之众，颇觉奇
怪，一询问，才知李师锡是工部尚书
李维之子、节度使王德用的外甥女
婿。宋仁宗恍然大悟，感慨道：“保
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
要，使孤寒何以进？”意思是朝廷设
举荐政策，是为尽可能多地选拔天
下人才，但如今举荐者一窝蜂地推
选有钱有势的官二代，那些贫寒子
弟如何能脱颖而出呢？这样，国家
无形中将流失许多优秀人才，政权
也将被权势者把持。因此，他否定
了这一建议。

宋仁宗用人不看背景、不讲资
历、不论家世，不念旧恶、不怕张狂、
不禁言语，只讲学识、才华、人品，简
而言之就是只要品学，不问来路。
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用人的尺
度，新人在这一时期便如雨后春笋
一般涌现，而且君子多、小人少，才
子多、呆子少，直臣多、弄臣少。

宋仁宗提携的大臣中，堪称君
子者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
司马光、狄青等；堪称才子者有欧阳
修、曾巩、张先、柳永、晏殊、梅尧臣、
苏洵、苏轼、苏辙等；堪称直臣者有

包拯、尹洙、赵抃、唐介、蔡襄等。同
时，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六人全部出
现在他这一朝，全都得到过他的关注
和提携。其他如周敦颐、邵雍、程颢、
程颐、张载、毕昇、沈括、苏颂等，也皆
是留名千古的人物。故明代李贽由衷
感叹道：“（宋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
千载一时也！”

宋神宗
大胆用狂人

宋神宗用人之大胆，单就他任用
王安石这个“天下第一狂人”为宰相便
可见一斑。熙宁三年（1070）春，作为
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给谋求馆职的一
班朝臣初拟了一道“策问”题，内容就
是王安石所说的“三不足”：“天变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意
思是，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
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
担心。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变法，以富
国强军。这样的言论对于当时保守的
士绅官僚来说，堪称大逆不道。司马
光希望同僚们辩驳一下这一离经叛道
的“怪论”。然而，当这道“策问”送到
宋神宗案头时，他却用纸把它盖起来，
让司马光另出题目。
第二天，宋神宗召见王安石，问

起他的“三不足”之说，君臣二人为此
作了一番长谈。这次长谈后不久，宋
神宗即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拜为宰相，全权领导全国的改
革事宜。
宋朝到宋神宗时，机构臃肿、财政

薄弱、开支庞大、边事紧张，官僚大地
主大肆兼并土地，减少了税收，阻碍了
生产，可谓积弊丛生。王安石远见卓
识，从此入手改革，颁布推行了一系列
破除弊端、发展生产、增加税收的政
策，也是对症下药，颇见成效。然而，
士大夫中大地主多如牛毛，打击土地
兼并就是抽空他们的钱袋子，就是触

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锦衣
玉食的士大夫结成牢固的利益集团，
通过各种途径向宋神宗告御状，欲置
王安石于死地。他们认为：改革就是
无法、无天、无祖宗。为了破除传统思
想和成规旧章对人们头脑的束缚，与
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体现一往无前
的改革勇气，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
口号。面对王安石的惊世骇俗之论，
宋神宗不但未加指责，反而让这种理
论指导下的改革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
行，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另据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六十六》记载，当初，宋神宗打算任命
王安石为相时，御史唐介说王安石不
堪大任，宋神宗问唐介道：“王安石不
堪大任，是文学不够、经术不够，还是
吏事不够呢？”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好
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他当上了宰
相，恐怕会大改祖宗法度。”宋神宗又
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是否可担当
宰相一职。孙固说：“王安石文章与德
行俱佳，侍从之职颇能胜任，若任宰
相，则狭隘有余，宽容不够。”宋神宗不
以为然，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可
见，在不同意见面前，宋神宗重用王安
石的态度十分坚定。后来，宋神宗尽
管在旧派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
两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但是他
直到去世前，都一直在推行王安石提
出的改革政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宋神宗在用人上的一惯性。
用人，历来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时代风气的试金石。吏治清明，则人
才辈出，路无遗贤，一派欣欣向荣；吏
治腐败，则礼崩乐坏，积弊丛生，徒留
末世之叹。宋朝讲究以才取仕，以德
用人，又能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不拘
一格。还有严格的回避制度和推荐人
才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了用人的公
正公平。所以，两宋之际，人才荟萃，
灿若繁星，正是这群槃槃才子和博学
鸿儒，将中国封建文化推进到一个新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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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天”海瑞反腐不怕死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立国319年的宋王朝，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还是社会
发展都空前繁荣，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陈寅恪先生就曾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
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个历来公认为对外积弱的赵宋王朝，为何能创造出封建时代的文化盛世
呢？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有一点，就是与宋朝皇帝的用人原则和用人态度密切相关。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人称刚峰先
生，广东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
官。海瑞为官后，提倡反腐倡廉，废除弊
制，建立新规，严惩贪腐。

海瑞任浙江淳安县知县时，一上任
就革除了历任相沿的“知县常例”，即通
过加收田赋所形成的知县补贴。“知县常
例”取之于民，却用作送礼行贿。这种腐
败现象在当时很盛行，没人去触动，而海
瑞却坚决将其废除了。

海瑞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
抚宪约》，明确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
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
招待。只准吃一般的饭，并对伙食标准
做了规定，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
低的二钱。一改当地官场讲排场、显威
风、大吃大喝之风。

海瑞一方面在自己的管辖之地严惩腐
败、立规矩、定制度，严格执行；一方面对官
场上的各种腐败现象，则给予坚决抵制。

海瑞在任淳安县知县时，严嵩的党
羽、都御史鄢懋卿奉旨视察盐政，出发
前，他假惺惺地发了一个通告，说自己
“素性简朴，不喜承迎”，让各地官员“毋
得过为华奢，靡费甲里”。实际上，他一
路下来，无不勒索钱财，大吃大喝，讲排
场、显威风，各地官员都不敢怠慢。海瑞
对此非常愤恨，决心抵制。在鄢懋卿快
到淳安时，海瑞派人送去禀帖。帖中，海
瑞首先称赞了鄢懋卿的通告，接着委婉
地指出，听说你一路而来，各地皆有酒
席，供应奢华，不知真假。接着说道，我
们淳安“邑小不足容车马”，且供应不足，
不知如何接待，请予明示，鄢懋卿见到此
帖，很是愤怒，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回复
按通告执行。这样一来，便无油水可捞，
于是，绕道而去了。

还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来淳安。
此公子依仗其父权势，在别处都受到高
规格的招待，府县长官不仅要亲自出面
宴请和出城迎送，还要送钱物。而来淳
安，不仅知县不出面，驿丞也仅用几钱银

子招待他。于是，胡公子怒发淫威，令人
将驿丞绑了，倒着吊了起来。海瑞闻讯，
立即令人将他拘押。接着海瑞将他押送
到总督衙门，还给他父亲写了封信，说此
公子必定是假冒，因总督大人节望清高，
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胡宗宪知是
儿子不是，不便发作，只得忍了。
海瑞不惧权势，勇于反腐，严惩贪官

污吏的做法，令官场震惊、贪官悚畏。当
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一些
贪官污吏害怕他的威严，主动辞官离去。
一些显赫的权贵也忙着将原来显示地位
的红漆大门改漆成黑色，在江南监督织造
的宦官也都减少了车马随从。
海瑞反腐不怕死，皇帝也敢碰。嘉靖

四十五年（1566），海瑞向明世宗皇帝呈上
了《治安疏》，措辞尖锐地批评明世宗不理朝
政、迷信巫术、生活奢华等问题。希望世宗
皇帝能痛改前非、留心政事，使国家大治。
世宗皇帝读完海瑞的《治安疏》，十分

愤怒，把《治安疏》扔到地上，对左右侍从
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了。”旁边
的宦官黄锦说：“他自知冒犯该死，上疏时
就买了一口棺材，还和妻子诀别，遣散了
奴仆，正在听候治罪，是不会逃跑的。”世
宗皇帝听了，默默无语，一天里又反复读
了多遍。感叹地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
比，但朕不是商纣王。”世宗皇帝虽然知道
海瑞说得对，但还是将他下了大狱。直到
世宗去世，海瑞才被释放，官复原职。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惩贪治恶，反腐倡

廉，深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称他为“海青
天”“南包公”。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
病逝于南京右佥都御史任上。海瑞的灵柩
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
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络绎不绝，足
见海瑞这位清官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拾遗

宋朝皇帝的用人之道
晏建怀

邓小平：语言风趣有魅力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邓小平

的风趣幽默，起着沟通情感的作用。
1988年1月，邓小平以84岁的

高龄接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
兰夫人。给邓小平担任翻译的是后
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当时
她还很年轻，翻译时不免有些紧
张。邓小平向挪威首相说，他今年
已经84岁了。但是傅莹一不留神，
将84岁译成了48岁。当副外长周南
把这一情形告诉邓小平时，邓小平不
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开怀大笑，幽
默地说：“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
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
喽。”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
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和谐。
1984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一行。
当科尔问邓小平有什么长寿的秘诀
时，邓小平笑答：“我就是乐观，天塌
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
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邓小平的
话引起了全场的一片欢笑。

鲁迅与丰子恺：
翻译作品“撞车”

《苦阅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
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1924年2月在
日本出版。当年9月22日鲁迅着手
翻译，第一、二部分于10月1日至31
日在《晨报副刊》连载，后作为《未名丛
刊》之一出版。差不多同时，丰子恺也
开始翻译此书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丰子恺
的学生季小波认为，丰译本“既通俗
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译本中有些
句子长达百来字，佶屈聱牙。他给
鲁迅写信将原文同鲁译、丰译对
照。数日后，鲁迅回信幽默地表示：
“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
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
译法。”译著出版后，鲁迅嘱北新书
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
家陶元庆陪同拜访鲁迅，不无歉意
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
了！”鲁迅说：“没什么关系的，在日
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
多。”他认为，多种译本同时存在，有
利于读者“取此之长，补彼之短”。

1956年工资改革：
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工资改革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

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
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
资改革的决定》。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

“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
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
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
级时，自请评为文艺二级，工资从800
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
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
选择。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
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
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
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
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
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
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
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
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
斗”级学者，仅评为二级教授。季羡林
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
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 445
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只需1.5到

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
杯啤酒。

宇航员：太空上演徒手抓卫星
国际通信卫星6号是20世纪80

年代由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发射的系列
卫星，其中第二颗卫星升空后，由于失
误，火箭的第二级没能与上面维和卫
星的组合体分离。在卫星中心指令
下，卫星从近地轨道进入轨道高度为
480多公里的停泊轨道。“奋进号”航
天飞机接下抢救任务。
按计划，宇航员用特别设计的机

械臂将卫星抓回航天飞机内，之后再
把固体火箭推进器装好。但这需要宇
航员出舱将长为4.5米重72千克的捕
捉杆插入卫星底部的结构环，让卫星
被捕获并固定在机械臂上。从1992
年5月7日至11日，宇航员一直无法
完成固定动作。无奈之下，宇航员决
定出舱直接用手捕获。三位宇航员用
固定装置站立在舱外，用了一个多小
时才使高速旋转的卫星停下来。然
后，机舱内的宇航员立刻操控机械臂
将卫星移回舱内。他们给卫星装上固
体燃料推进器，重获动力的卫星成功
进入轨道。

李士谦是隋朝时赵郡（今河北赵县）
人，祖上非常富有，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土
豪。李家是豪门旺族，按照以往的传统，每
年到春秋两个社祭日，都一定大摆宴席，肉
山酒海，让客人们尽情一醉。可在李士谦
当家之后，却为之一变，宴会是照常举行，
不过最先端上来的却是黍米。黍米在北方
是杂粮的一种，俗称黏米，类似高粱米，碾
成面炸年糕可以，做成米饭吃却有些难以
下咽。面对众人的不解，李士谦说：“孔子
称黍米为五谷之长，荀卿也说吃东西先吃
黍米，古人所崇尚的东西，难道能违背吗？”
满院的吵闹声瞬时静止下来。退席之后，
许多人都反思说：“见到君子以后，才发现
我们这些人的道德不够高尚。”

李士谦虽然有钱，但他自身十分节俭，
衣服没有绫罗绸缎，食物没有山珍海味，就
跟普通百姓差不多。他也不是不舍得花钱，
相反，他花起钱来还相当大方。家乡有人办
不起丧事，不管有无血缘关系，他都会亲自
接济，帮助办理；有的兄弟分家，因为财产不
均而闹上公堂，他听说后，也会拿出自己的
财产，补给分得少的，以让他们兄弟和睦。

给别人花钱，李士谦不只豪爽，有时候
还很任性。有一年，他把几千石粮食贷给
了乡里人，碰巧赶上了灾荒，秋天庄稼歉
收，借粮的人还不起，只好来到他家道歉。
李士谦说：“我家的余粮，本来就是打算救
济用的，哪里是为求利的呢！”于是，他命人
把欠粮的人都叫来，当着大家的面，把所有
债契都烧掉了，之后对大家说：“这下债全
都清了，你们不必再想着这件事了。”有钱
就是任性，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啊，一把
火就化为乌有了，李士谦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点儿心疼的意思也没有。

可是，纸的债契烧毁了，人心的账本却
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年，庄稼丰收，那些

借粮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到李士谦家还粮，李
士谦坚决拒绝，一粒粮食也没有收。
后来赶上荒年，赵郡饿死的人成千上万，

李士谦竭尽家里所有，每天都熬许多糜粥施
舍百姓，救活了许多人。等到春天的时候，他
又拿出上好的粮种，分给贫苦的农民。那些
受过他恩惠的人都感动不已，提起他都禁不
住泪流满面。
有人对李士谦说：“你靠这些善行，积了

许多阴德，来世会有好报的。”李士谦回答说：
“阴德是什么？阴德就像耳鸣一样，只有自己
能听到，别人都不知道。现在我所做的，您都
知道了，哪里算什么阴德！”
一个真正的土豪，应该不是看他怎么有

钱，而是看他怎么花钱；一种有品位的任性，
应该是为人而不是为己显豪气、露阔气。这
样的土豪，才让人觉得可爱、心生敬意。李士
谦能够让正统的史学家为他立传，在《隋书》
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这个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