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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我国封建时代一位开明的皇帝，其虚心纳谏、克己纳谏之风为历

代所传颂。贞观时期的诤谏之风，推动了唐王朝的政治清明、政府运作高效，在历史上产

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唐王朝前期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之治与进谏纳谏之风
张弘弛

拾遗

虚心纳谏
克己改过

李世民为开诤谏风气，大力
表彰和鼓励大臣进谏，以改正为
政过失。
李世民执政之初，为使江山

永固、子孙永享福祉，他欲采纳
大臣萧瑀的建议，实行封建制，
并让群臣在朝上讨论。礼部侍
郎李百药向李世民递交了长篇
奏疏《封建论》，直言封建制的种
种弊端，指出采用封建制是一种
历史的倒退。李百药在奏疏中
指出，采用分封世袭制，那些享
受封邦建国的家族，因拥有世袭
特权，不再以才干、功名进取官
阶，往往成为骄奢淫逸之辈。数
代之后，当王室衰微之际，那些
分封的藩属国有的要做大王天
下，便引发藩国之间的仇杀，引
发国家动乱，成为国家祸乱之
源。李百药的奏疏，言辞尖锐且
击中要害。按理，作为一国之君
要采用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是具
有绝对话语权的，如果是昏君或
暴君当权，臣子反对皇帝推行的
政治制度，那是冒着杀头或罢官
风险的。但当李世民听了这些
合情合理的言论后，不仅不降罪
李百药，还取消了封建诸侯之
议，并委任他教导太子之重任。
公元630年，李世民欲重修

洛阳宫，文令下达后，大臣张玄
素力陈反对意见，他进谏道：当
年隋炀帝修建洛阳宫劳民伤财，
引发民怨，时下唐的财力还比不
上隋炀帝时期，如果修建洛阳
宫，会使百姓不堪重负。张玄素
在进谏中痛陈厉害，使李世民幡
然醒悟，马上停止了此项工程。
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归

天，李世民为表孝心，欲为其父
修建豪华陵寝，其规模与汉高
祖刘邦之长陵比肩，以显示皇
家气派。秘书监虞世南进谏劝
阻——修高大陵墓，必要许多珍
器宝物陪葬，这不是孝而是害了
亲人。像汉武帝之茂陵，堆满奇
珍异宝，赤眉军攻克长安后，将
茂陵进行洗劫，其状甚惨。虞世
南还引用魏文帝为自己百年之
后所作的《终制》来说明“厚葬”
之危害：从古以来，没有不亡之
国，也没有不被盗掘之墓，金缕
玉衣或烧或抢，骸骨被毁，岂不
可悲。若违背朕的诏制，待朕百
年之后举行厚葬，如同将朕置于
戮尸之地，等于再死一次！这次
谏阻，由于虞世南用词激烈，语
气尖锐，李世民不予理睬，虞世
南再次进谏，同僚们也一同谏
阻，请太宗遵高祖遗诏，后事从
俭。李世民在众臣的劝谏下，只
好节俭办事，压缩规模。

李世民喜秋冬狩猎，其时负
责掌管国家藏书与编校之事的
秘书监虞世南，毫不隐讳，进谏
劝阻，希望他放下弓弩、停下猎
车，擒兽射禽之事，交给群下为
之。虞世南敢于进谏，甚至犯颜
直谏，李世民不仅不疏远之，反
而待之以亲近与尊重。
贞观六年春，因历代帝王皆

有去泰山举行祭天神地神的封
禅大礼，故朝廷许多官员请求唐
太宗李世民按历朝惯例去泰山
封禅祭祀，李世民亦深以为然，
准备东巡泰山进行封禅，这时独
魏徵一人持反对意见。魏徵认
为，目前看起来似乎封禅的条件
皆已具备，然而我朝刚经历隋末
大乱，人口剧减，仓糜尚虚，若陛
下御驾东巡，随者甚众，千乘万
骑，耗费甚巨。况且封禅时各王
国及蛮夷首领也要随同，且不说
赏赐开支甚巨，更令人担忧的
是，各王国及蛮夷首领深入我内
地广大地区，让其看到我们的虚
弱，这种得了虚名实有害处的事
何必要做呢？李世民闻言，遂推
迟封禅之事。
贞观十一年八月，时任侍御

史的马周向朝廷上奏反映两大
弊端：一是朝廷节俭之风在衰
退。因朝廷建设搞个不停，以致
百姓瑶役过重。京师长安所造
车乘器具，以及诸王妃所用服饰
有崇尚奢靡之风，陛下应作长久
之计，刹住这股不正之风，回到
大唐刚立国时尚俭崇朴的风气
中来。二是朝廷选用官员有不
当之处。在官员的任用上，“朝
廷惟重内官 , 而轻州县之选”。
再则，刺史皆用武官出身，有的
京官不称职则将其放到地方任
职。边远之地的官员任用更是
敷衍了事，因而引起百姓的不
安。李世民看了马周的奏本，连
连称赞。
李世民对待诤臣魏徵的态

度，成为千古美谈。魏徵原本是
李世民政敌李建成的心腹，他曾
劝谏李建成除掉李世民，以绝后
患，但当时李建成没采纳其意
见。等到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让
位，李世民坐上皇位后，其下属
将魏徵解押过来，李世民责问魏
徵离间他们兄弟，魏徵直言道，
可惜李建成不听其言，不然今天
没你李世民什么事了。大家都
为魏徵捏一把汗，担心李世民龙
颜一怒，重罚魏徵。但李世民则
喜欢魏徵犯颜直谏的秉性，加之
魏徵兼具治国之才，李世民任命
他为谏议大夫。
贞观十六年十二月，李世民

问身旁的大臣，“自古或君乱而
臣治，或君治而臣乱”，这二者之
间哪一方面的作用重要？魏徵
则不客气地否定了李世民假设
的前提，他直言道，国君做得正，

且赏罚得当，做臣子的谁敢乱来？
如果国君是个是非不明的昏君、庸
君，即使臣子非常贤明能干又能怎
样呢？魏徵辅助李世民17年，提出
了200多条谏议，李世民大都能采
纳。当魏徵去世时，李世民涕泣
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
遂亡一镜矣”，足见李世民对诤臣
的敬重与爱护。
君主的诚恳纳谏是臣子敢于

进谏的前提。倘若君主是个昏君
或暴君，弄不好自己性命不保，试
问哪个臣子愿意担这种风险呢？
正因为李世民有容人的雅量、海
纳百川的胸怀、大河不择细流的
气魄，才能君臣协力、励精图治，
开创了垂范后世的诤谏之风与贞
观之治。

建谏议制度
鼓励进谏

唐太宗时期，为使诤谏之风坚
持下来，从国家层面建立了谏议制
度，这可谓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建设
的一大进步。贞观时期，从行政体
制上设立了谏议官员的职位。如
门下省设有“左散骑常侍”“谏议大
夫”“左补阙”“左拾遗”，以及“右补
阙”“右拾遗”。据《唐六典》载，门
下省这些司职谏议的官员，但凡发
现“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
则廷议，小则上封”。中书省有专
门负责进奏、参议表章的中书舍人
六人，若发现皇帝的诏令有误，即
刻上奏以便改正。
为了使规谏制度更趋完善，唐

朝实行集体宰相制。尚书省的尚
书令、门下省的侍中、中书省的中
书令，这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同时
享有皇帝指令的“同中书门下三

品”“参知政事”权力与待遇的官
员，皆为实职宰相。三省长官及实
职宰相有对皇帝进行规谏讽喻之
职责。此外，掌邦国弄宪、典章之
政令、以肃正朝列的御史台御史大
夫，掌纠举百僚的侍御史，掌殿廷
供奉之仪式的殿中侍御史，分察百
僚、肃正朝仪、若在京都则分察尚
书六司的监察御史，这些皇帝近侍
大臣，在参议朝政期间，都可以向
皇帝进谏。
贞观时期，朝廷不仅设有专职

谏议官员，还设有参议职责的职
位。如在门下省便有副长官黄门
侍郎二人。诸如朝廷有关制度沿
革、礼仪方面事宜便交由弘文馆学
士进行参议。在中书省亦设有副
长官中书侍郎二人，对朝廷大政、
国家政务进行参议。贞观时期的
历史名臣魏徵、王硅、褚遂良等，便
来自于谏议官员或参议官员。
贞观时期还从制度上拓展谏

议监督范围。为将谏议监督落到
实处，着手组建顾问班子，顾问班
子由一批饱学之士组成，其主要职
能是负责应对规谏讽喻。当时李
世民才继位一个多月，便在弘文馆
内，由这些学士们隔日轮班并宿于
宫中，李世民常虚心听取他们对国
家政务的意见。据史书载，李世民
常与轮值宫中的文学之士虞世南、
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
德言等，或商榷政事，或听取他们
对朝政缺失的批评，有时议论到半
夜时分。在李世民继位半年之际，
便确立了一项谏劝制度，规定朝廷
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员在讨论国事
政事时，必须让专职谏官参加，以
便规谏错误并及时纠正。
为了解天下事务，李世民还下

令五品以上在京官员轮流值班于
中书省，咨询他们对国家政务的意
见，并向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化解政治
危机的良方

贞观之初，社会动荡，民生疾
苦，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民族矛
盾突出，国力虚弱，各种社会危机相
互交织，这些矛盾和危机对新建立
的唐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以李
世民为首的统治阶级，要化解阶级
矛盾和社会危机，必须加强协调统
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关注民生问题，
而要达到天下治世的目的，必须听
取各方意见和利益诉求，以树立良
好的外部形象。
李世民执政后，他要做的一件

事，就是淡化人们对“玄武门之变”的
记忆，重塑政治形象。李世民通过发
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后，其兄李
建成、其弟李元吉还有许多党徒流亡
在民间，他们对李建成、李元吉表示
极大的同情。他们不仅质疑李世民
的合法地位，还以实际的叛乱行动欲
图颠覆李世民政权。如贞观元年春，
“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同
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廊起兵谋反，
而泾州、幽州之地皆是李建成曾长期
经营的地方，这反映部分将领无法接
受李世民的行为，特别是李建成、李
元吉的旧人。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李世民内心

是焦虑的，他必须树立起仁义谦恭的
形象，而要做到这些，方法是较多的，
如轻瑶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礼贤下
士，等等。其中虚心纳谏、克己改过
对于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家形象，无疑
是十分可行的。通过谏诤风气的形
成，君臣同心协力革除社会弊病，实
现吏治清明，对于稳固其政权和地
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世民虚心纳谏、克己改过也是

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李世民
登位之初，各种政治势力互相猜忌、
勾心斗角，面临的社会矛盾仍十分复
杂尖锐，李世民必须协调好各种政治
力量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各种势力的
利益诉求。如当时的关陇集团有着
很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山东集团则在
经济与传统文化方面具有较强的优
势，李世民必须对前者进行抑制、对
后者进行一定的扶持，以平衡各方力
量，比如李世民对来自山东士人魏徵
的重视，便是对关陇集团的牵制。明
乎此，我们便不难发现，李世民大力
提倡进谏纳谏，无疑是平息社会矛
盾、化解政治危机的一剂良方。
李世民本身的开明，以及想要

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是其虚心纳
谏、克己改过的重要原因。李世民
亲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目睹了隋
亡政息的严酷现实，深知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李世民对大臣魏
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深
以为然，“隋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
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此，李世
民坐上皇帝这个位置后，他不断地
提醒自己和群臣，要汲取隋亡教训。
唐太宗李世民鼓励进谏、善于

纳谏，君臣合力开辟的贞观之治，使
那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步
入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李世民亦
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都城长安
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当时的唐朝也
成为世界强国。贞观之治的繁荣及
政治清明备受赞誉，贞观时期的诤
谏之风为史家所津津乐道，“兼听则
明，偏信则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是李世民君臣对贞观时期诤谏
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成为劝鉴世人
的金玉良言。可以说，贞观之治的
谏诤制度及进谏纳谏风气，蕴涵着
一定的现代政治文明因素，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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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身居高位却不让人称呼职务
1949年召开“西柏坡会议”时，刘少奇的职务是中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及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

各位代表都对刘少奇十分尊重，因此见面的时候，都会不自觉

地喊上一声“刘副主席”。这种称呼让刘少奇十分不满意，他

觉得，被叫了职务，总会有一种被捧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不

是一个革命党人应该追求的目标。为此，刘少奇专门说到了

关于称呼的事情，他觉得，大家都是一起奋斗的同志，为了共

同的目标走到一起，那么大家彼此间应该称呼什么呢？刘少

奇自己回答道：“我称呼你们是同志，同样的，我也希望被你们

称呼为同志，你们叫我副主席，总感觉我和你们之间距离很

远，我也不喜欢，以后就称呼我为少奇同志就可以了。”

刘少奇还曾耐心解释说：“在我们党内，只有对三个人

可以称职务，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

令，因为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没有必要改，对其他人，应

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朱自清：淘书赚稿费
1916年，朱自清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其间，他多次去

琉璃厂淘书。后来，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

事文学硏究，仍然多次光顾旧书摊。

有一年正月，他去琉璃厂逛厂甸庙会旧书摊，发现“其

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

《论语》要稿子，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

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尉迟恭：收敛官场霸凌
李世民当年被单雄信追杀之时，是尉迟恭及时出马救主，

救了李世民一命。有一天，在唐太宗的私宴上，居然有人坐在

尉迟恭位置的上头，老将军雷霆大发，坐在下首任城王李道宗

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抡起拳头，差点把李道宗眼睛揍

瞎。要知道李道宗也是开国功臣，而且是李世民的堂弟。

李世民没有公开处分尉迟老将军，而是私下里给他

上历史课：“我过去对汉高祖诛杀功臣的事，是不认同的，

诚心诚意地希望和你们这帮文武功臣一起保守这富贵生

活，让子孙绵延不绝。不过，你任职以来，屡次违反法

纪。我才明白汉高祖杀韩信，将彭越剁成肉末，也不能说

全是汉高祖的错。咱们大唐立国，讲究法度，其实就是赏

与罚。非分的恩泽你不能屡次获得。希望老兄你努力加

强修养，不要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尉迟恭果然收敛了

很多。史载他后来天天在家里炼仙丹打坐，安享晚年。

女性财产继承：宋代有详尽规定
古代中国对尚未出嫁的女儿,即在室女，仅保障其应有的妆

奁和聘财，这是在室女取得遗产的主要理由。宋代规定最为详

尽，《宋刑统·户婚律》：“今后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

功德之外，有出嫁女者，三分给与一分。”“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

财之半。”并且扩大了在室女的范围：“如有出嫁亲女被出（休妻）

及夫亡无子，并不曾分割得夫家财产入己，还归父母家后户绝

者，并同在室人例。”南宋则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

男之半。”因此，宋代有“在室女得男儿继承份额之一半”之说。

另外，宋代出嫁女在其继承娘家遗产时（多为户绝）只能得

到遗产的三分之一，且不得继承田产。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

颁布《户绝条贯》，增加一规定称：若无出嫁女，亦可给予出嫁的

亲姑姊妹侄一分。不过，最迟到天圣六年以前，出嫁女已能继

承田产。从《名公书判清明集》来看，南宋出嫁女继承户绝财产

也包括了田产。出嫁女被休后回到娘家被称为归宗女，唐律并

未对归宗女的继承权加以规定，而宋代的归宗女若没有分得前

夫家之财产，仍有权继承娘家财产，等同于在室女。

蒲车：古代高级“汽车模型”
《三字经》有言：“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这

里所说的项橐，是一位七岁的儿童。相传孔子周游列国时，遇

见一个儿童挡道，拥土作城而不避车马。孔子问他为何不避，

儿童回答说只闻车避城，未闻城避车，这个儿童就是项橐。汉

代的画像石中有一常见的题材——“孔子见老子图”，表现的

是孔子向老子虚心求教的情景。在老子和孔子之间，常常还

会画上一个小孩，他就是项橐。为了表示项橐还是个七岁的

孩童，他的手里有时会拿着一个长柄的小车玩具，这件小车就

是蒲车。从画面上看，玩具蒲车有单轮和双轮两种，少部分的

车舆之上还有华盖。类似于现在的汽车模型，玩具蒲车是

对实用蒲车的模仿或简化。目前还未见到这种玩具蒲车

的实物出土，推测可能是因其材质为竹木质，所以难以长

久留存。两汉以后，这种玩具的形象就没再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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