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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所作的《刺客列传》中，豫让不过进

行了两次不成功的刺杀行动，最后还搭上了性

命，但他却被尊为史上第一刺客，这是为什么呢？

豫让是晋国人，他要刺杀的对象是赵国国君

赵襄子，原因是他的主人智伯在率领韩魏联军围

攻赵襄子时遭到反杀，气愤的赵襄子不仅将智氏

族灭，还斩下了智伯的头，将它做成了酒器。这

让豫让觉得受到了侮辱，决定为主人报仇。

他化装成受过刑的样子，成为劳工混入赵襄

子的宫中，负责整修厕所，他怀揣匕首，想等到赵

襄子上厕所时实施刺杀行动。这个想法本来也

没什么问题，人吃五谷杂粮，即使国君也得如厕

啊！很快，豫让就等到了机会，赵襄子内急，直奔

厕所而来，可是刚走到厕所门口，他忽然感到心

悸不安，这种奇妙的心灵感应救了他。赵襄子命

令搜索维修厕所的人，豫让被发现并遭到逮捕。

赵襄子亲自审问，豫让抬着头，直言不讳地

说：“我要为智伯报仇！”左右侍卫的人要杀了豫

让，赵襄子摆手说：“智伯死后已没有继承人，而

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

他好了。”于是下令释放了豫让。

赵襄子有了防备，再刺杀他可谓难上加难，

可豫让并不死心。为了不被认出来，豫让把油

漆涂抹到身上，使全身的皮肤溃烂，如生癞疮，

又吞下炭火，把声带烧坏，声音变得嘶哑，这样

当他乔装成乞丐沿街乞讨的时候，连他的妻子

从对面经过，都不能认出他来。

豫让觉得可以了，便耐心地摸索赵襄子出

行时间、路线的规律。有一天，他知道赵襄子要

出门，便提前埋伏到了他必经的一座桥下。当

赵襄子的车队经过这座桥时，赵襄子的马仿佛

有了心灵感应，忽然受惊而嘶鸣起来，豫让再次

被搜查出来，押解到了赵襄子的面前。

这下赵襄子不高兴了，他责备豫让说：“你

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

都消灭了，而你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

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单单如此急

切地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我侍奉范氏、

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

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

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感动，对他说：“你对智伯也算是

仁至义尽了；而我也放过你了，这次我不能再给

你这样的机会了，你好自为之吧！”

豫让知道必死，恳求说：“希望您能完成我

最后一个心愿，将您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

样，我即使是死了，也不会有遗憾。”

赵襄子答应了豫让的要求，将身上的衣服

脱下来，交给了豫让。豫让拔剑连刺了衣服三

次，高喊一声：“我可以在酒泉之下报答智伯的

知遇之恩了！”随后便伏剑自杀了。

豫让两次刺杀行动都以“未遂”告终，其实

他还曾有更好的办法，成功的概率也更高，可是

他却不肯用。豫让自残身体，在街上乞讨时，一

个朋友还是认出了他。看到他不成人形的模

样，朋友流着眼泪说：“凭着你的才能，委身侍奉

赵襄子，他一定会亲近宠信你。等他充分信任

你后，你再干你想干的事，难道不是很容易吗！”

豫让摇头说：“托身侍奉人家以后，又要杀

掉他，这是怀着异心侍奉他的君主啊！我知道

选择我现在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我之所

以还要这么做，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那些怀着

异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

豫让如果听从朋友的劝告，先假装侍奉赵

襄子，取得信任后再进行行刺，可能容易得多，

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却断然拒绝了，因

为这违背了他对于道义的信仰。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之所以在正史里都会

留下记忆，不仅要看他做的事，还要看他不做的

事。在他身上不仅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更有宁死不做背义之事的气节，正是这些闪光

的品质，至今让我们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明末学者计东有诗云：“秋尽蓬山惨不骄，

流泉夹岸夕阳遥。伤心国士酬恩地，瘦马单衫

豫让桥。”为国士者，自当如是！豫让留给我们

的不是血腥，而是情怀，由此而被尊为刺客第

一，有谁能不信服呢！

清朝末期，内外交困、矛盾交织，官场上
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为突出，再加上以慈
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之间的争
斗，使得官场上的斗争更为复杂、更加险恶。
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久居高官位置而不倒，
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没有为官的特殊手段
是很难办到的。可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
了，这个人就是王文韶。

王文韶，咸丰年间考中进士，同治年间升
为湖南巡抚。自那以后，他便一路顺风、步步
青云，官越做越大。光绪年间，他升为云贵总
督，接着又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直至户部
尚书、军机大臣，一时间权倾朝野。而与他同
时期的高官得以善始善终的却很少，不是被罢
官，就是受惩罚，有的甚至被关进大牢，掉了脑
袋。那么，王文韶是用什么手段，使自己长久
稳居高位不倒，成为一个“不倒翁”式的人物呢？

王文韶靠的是一套圆滑的为官之道。他
为人圆通练达、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随
风转舵，尤其是在斗争的激烈关头，常做骑墙
派两面讨好，而且手段高明，很难使人找到他
明显的过错，可谓圆滑之极。为此，人们给他
起了一个“油浸枇杷核”的绰号。枇杷核就够
滑的了，再用油浸过，那可就滑到家了。

让我们略举几例。王文韶耳朵不好使但

并不严重，而王文韶却是充分利用了这点。
王文韶靠着圆滑的为官之术，成为清朝晚期
著名的“不倒翁”。对他有利时，他的耳朵很
好，什么都听得见。对他不利时，他的耳朵就
聋得厉害，什么也听不到了。有次，两位大臣
为争一事，相持不下，慈禧太后就问王文韶，
意见如何？王便装没听见，不知所云，只是莞
尔一笑，慈禧再三追问，王仍是笑。

王文韶很欣赏自己为官的手段，他认为他
的手段不仅保住了高官厚禄，而且还在乱世之
中给自己带来了安全感。当时，革命党人谋杀
满清权贵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王文韶夜间出行
却特意打着写有“王”字的灯笼。有人提醒他，
小心引来杀身之祸，他却得意地笑道：“我一生
与人和平，向来没有结怨，如此特意打明灯笼，
正是以便乱党看清，免得误伤啊。”

王文韶就这样，毫无建树而又圆滑地度
过了一生，他还有点自我陶醉，认为自己很有
手段，但不知，他对“油浸枇杷核”这个绰号当
作何感想。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

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也是中

国近代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

人。林则徐出身于贫寒的家

庭，自幼就接受父母严格而

又良好的教育，为官后，即使

在逆境中也不坠青云之志，

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

瘁。他不仅自身廉洁节俭，

在子女们的教育上更是注重

儒家经典道德思想灌输，树

立廉洁勤俭的家风。

林则徐“十无益”格言

“油浸枇杷核”王文韶毫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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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钦差大
臣”的身份在虎门销烟，因奋力抗英而闻名中
外，成为一代名臣和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
然而，抗英有功的林则徐遭到投降派诬陷，清
政府迫于英军压力，以对鸦片事宜“办理不善”
的罪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流放新疆伊犁。

林则徐忍辱负重，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7月14日，踏上赴戍途程。9月，林则
徐在扬州奉旨转赴开封祥符河工地，襄办河
工，效力赎罪。在开封祥符，林则徐积极襄助
王鼎办理堵口工程。因为治理水患耽搁了时
间，林则徐在1842年5月中旬，抵达西安。由
于林则徐已年近花甲，在开封积劳成疾，加上
戍途奔波，染上疟疾，到西安后他就卧床不
起，只好请假就医，租赁房屋，在西安居住调
养两个多月，疟疾方愈。如此一来则加大了
行程开支，这对于洁身自好的林则徐来说无
疑是个大难题。福州一位姓苏的富户对林则
徐怀有敬仰之情，他听说后，自愿慷慨解囊，
出银万两资助，可是林则徐却坚辞不受。后
来苏家答应收下林家的房契做抵押，林则徐
才接受了这笔急需的银两，由此可见林则徐
的廉洁自律精神。林则徐尽管被革职，成为
一介平民，但是他仍然关注着中英战局，心系
国家安危，托请陕西布政使朱士达把自己从
前主持刊刻的《炮书》转送陕西抚标中军参将
马辅相，希望能造出新式大炮，以御敌寇。

1842年8月11日，天高气爽。病愈之后
的林则徐在西安告别妻子，将带着两个儿子
林聪彝、林拱枢启程继续西行，前往新疆。在
与妻子依依惜别时，作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
人》七律二首，表明了爱国情怀和愿为国家献
身、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精神。其诗淳厚雍
容、平和大度，体现了林则徐的文风。其一
云：“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
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风涛回首
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休信儿童轻薄语，
嗤他赵老送灯台。”全诗虽有眷恋故乡之意，
却毫无小儿女悲戚之态，雄健豪劲，不失民族
英雄本色。体现了林则徐襟怀坦荡、四海为
家的壮志豪情。其二曰：“力微任重久神疲，
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
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面
对不公正的待遇和个人的荣辱得失，林则徐
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面对，并表现出自己
慷慨悲壮、以身报国的高尚情操。“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有利于国家，
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
逃避呢！林则徐在被革职流放的极端逆境
中，依然把国家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此
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格言，也
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表现了林则徐刚
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操。

更起楼台待月明

道光二十五年9月，林则徐奉召回京候
补，11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道光二
十六年4月，授陕西巡抚。林则徐刚到陕西巡
抚任上，巧遇老乡邱景湘也被遣戍，赴任广东
惠潮嘉兵备道，途经西安。相似的遭遇让林
则徐唏嘘不已，惺惺相惜，他不仅厚赠川资，
还写一联互相激励：“无端风雨惊花落，更起
楼台待月明。”以自己的经历勉励邱景湘坦然
面对人生、宦海沉浮，莫因“偶然风雨”而颓堕
萎靡，要振作精神，以待“更起楼台”，取得新
的成绩。

林则徐赴陕不久，西安、同州、凤翔一带发
生了多年不遇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一时粮价飞涨，灾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而此
时“刀客”蜂拥而起，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纷纷
加入“刀客”，劫富济贫，社会治安面临严峻考
验。林则徐提出“拯饥民、治奸民”的工作思路，
在赈灾救灾上，他一方面积极奏请朝廷对灾区
缓征钱粮，另一方面下令各地开仓平价销售粮
食，稳定粮价。对无力购买粮食的极贫户和老
弱病残者，官府负责收养，仅西安地区就收养了
三四千人。当时，很多灾民纷纷屠杀耕牛以度
饥荒，林则徐得知后，便命各地方官收购耕牛，
鼓励各地富户，质押耕牛，还动员地主豪绅向灾
区捐献钱粮，救济灾民度过饥荒。林则徐还从
源头做起，广泛征询意见，筹划兴修关中水利，
引水灌田，缓解旱情。并要求各地官府征用无
钱买粮的民工参与水利工程，以工代赈。通过
一系列的措施，灾民生活有了着落。

在做好救灾赈济的同时，林则徐下大力气
治理社会治安，他上书皇帝，宣称陕西“东北毗
连晋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纷歧，奸宄易于出
没。如佩执凶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为民
害”。并表示决心要把“除暴安良”“严缉捕以靖
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首务”。林则徐
整顿训练官兵，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各地官府积
极缉捕“刀客”，对那些治理不力、“刀客”猖獗的
州、县，问责追究，撤销有关官员的职务。由于
林则徐积极督剿，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
安塞等县，相继缉获146人，其中明确称为“刀
匪”的有46人，均从严惩处。对林则徐积极惩办
“刀客”的行动，道光帝朱批“所办甚好”，大加赞
赏。通过林则徐的综合整治，陕西的社会治安
趋于稳定。

《析产阄书》中的廉与俭

林则徐本来身体虚弱，在陕西期间，由于连
日操劳，殚精竭虑，身体透支，病情加重。1847
年1月，林则徐向朝廷告假休息，调理身体。可
是道光皇帝没有准奏，只批给三个月假期让他
在西安养病，由新任陕西布政使杨以增代理陕

西巡抚。养病期间，林则徐在陕西巡抚衙署给
三个儿子写了一份《析产阄书》。其中可看出林
则徐的为政清廉和节俭的家风。

林则徐在《析产阄书》中写道：“余服官中外
已三十余年，并无经营田宅之暇。惟祖父母在
时，每岁于俸廉中酌留甘旨之奉，祖父母不肯享
用，略置家乡产业，除分给汝四妹外，有留归余
名下者载在道光丙戌年分书，汝等也已共见。
嗣于庚寅年起夏出，至今未得回闽，惟汝母中间
回家一次，添买零产几处，合计前后之产，或断
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也仅二十三所，
原不值再为分析……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
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
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
银一万两有零，即每股或有多余伸缩也不过一
两百两之间，相去不远……再，目下无现银可
分。”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清正廉洁。

养廉银是清代独有的制度，朝廷为了鼓励官
员廉洁，在正常的俸禄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养廉
银，其中一部分用于“办公经费”，如雇用师爷、幕
僚及仆役的费用也从此出。一般来说，官员的养
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据《清全典事
例》记载：每年的养廉银，总督为13000至20000
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
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

林则徐入仕从政30多年，先后当过湖广总
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
病逝后被清廷追赠为太子太傅，官至一品，每年
的养廉银应该在20000两左右。林则徐多次担
任封疆大吏，他分给每个儿子的财产尚不及他
一年的“养廉银”多，可见他宦海沉浮几十年，无
论是在职，还是流放，都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
白白做官，朝廷发给他的养廉银多数用在了办
公经费上，只是拿出一少部分孝敬老人，其为官
是何等的清廉！难怪比其稍晚的曾国藩在闻得
林则徐家书后，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书信中感慨
地说：“闻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
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修身准则“十无益”

林则徐的父亲虽为私塾教师，但是林则徐
姊妹八人，家庭人口众多，全家一日三餐常常难
以为继，林母经常瞒着丈夫，偷偷地帮助有钱人
做些针线活，弥补生计。林则徐每天到私塾上
学之前，都会先把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
寄卖，放学后，再到店铺收钱交给母亲。贫苦的
童年和严格的家教，使他日后升至高官时都保
持清俭的习惯和察民疾苦的作风。林则徐在书
信中谆谆教诲儿子说：“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
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
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辛勤有此，无
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
矣。”他用韩愈的话，教育儿子要辛勤节俭，不要
迷惑心智，忘记了当初的贫穷和艰苦，而形成奢
侈放荡的不良风气。

林则徐在50岁时，还曾手书“十无益”的格
言，悬于家中，作为林家的家训。“十无益”即“存
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
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
博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
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
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这既是林则徐自己的
行为标准，也是他教育子孙的原则。他时常要
求子孙们要尊崇儒家“仁、义、礼、智、忠、信、孝、
悌”的思想，修身养性，砥砺奋进。他曾写过一
幅有名的对联告诫后代：“子孙若如我，留钱做
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
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林则徐不仅自己为官清廉，而且对家人要
求极严，家教严谨，家风悠远，这在封建士大夫
中的确是难能可贵，实现了其“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思想境界。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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