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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字子容，出身闽南望族，原籍福建路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
后徙居润州丹阳县。苏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在天文学、药物学等领域都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
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实际上，苏颂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不过是他为
官的岗位职责使然，换句话说，是他工作的副产品，他真正的角色是政治家。

道德博闻
廉方公正
王硕新
一
以民为本 简政降负
庆历二年（1042），23 岁的苏颂参加科举
考试，进士及第，先在地方任观察推官，庆历
三年就任江宁县（属今南京市）知县。苏颂到
任后发现，江宁县赋税征缴工作非常混乱，
“税赋图籍，
一皆无艺，
每发敛，
高下出吏手”，
由于是一本糊涂账，江宁官吏总是趁机浑水
摸鱼，每年向百姓征税多少都由他们随机而
定，那些富家大户为了少纳税、不纳税，都会
向主管征税的官吏行贿，
以至于到最后，
贫苦
百姓反而成了征税的主要对象。畸重的赋税
导致民不聊生，
百姓怨声载道。
鉴于此，苏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清底
数。每次审理案件时，
他都会详细询问原被告
双方的人丁和家产情况，
并一一记录下来。等
到按户籍核定应纳税额时，有的富户隐瞒财
产，
不如实上报，
苏颂马上就会警告他说：
“汝
有某丁某产，
何不言？
”
你家有某某人口某某产
业，
为什么不说？简直比他们自己还清楚，
这
些人无不感到惊惧害怕，
不敢再有所欺瞒。在
掌握了全县户籍、
财产的准确数字后，
苏颂
“遂
刬剔夙蠹，成赋一邑”，剔除过去所实行的办
法，
在县中统一赋税，
即按照人口和财产的多
寡进行征收，
简单而易行。这样一来，
彻底使
官吏们失去了中饱私囊的空间。百姓们从此
不再任由他们拿捏，
无不对苏颂交口称赞。不
仅如此，
邻县在借鉴采用了他的办法之后，
都
感觉深得其便，
百姓更备受其益，
以致许多百
姓都自发地赶到苏颂的堂下拜谢。
苏颂治理百姓，
就是这样制定规矩，
公开
标准，
一视同仁。应当为国家尽的义务，
皆须
竭力；反过来，如果是苛求于百姓的额外负
担，
他也敢于拒绝。苏颂在任颍州知州时，
为
修建皇陵，宋英宗下旨从各地征调各种物
资。于是“有司以不时难得之物厉诸郡”，某
些主管官吏借机搜求珍稀难得的物品，地方
百姓深受其害。苏颂对此感到十分气愤，他
上书皇帝为民请命：
“遗诏务从俭约，岂有土
不产而可强赋乎？”
先皇的遗诏里交代丧事从
俭，怎么能将当地并不出产的东西强行摊派
呢？于是断然拒绝侵害百姓利益的行为。

二
奉行故事 坚守原则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苏颂时任知制
诰，
负责起草诏令。秀州（今嘉兴）判官李定通
过攀附王安石，被宋神宗越级提拔为监察御
史，
并令苏颂起草任命诏书。苏颂予以驳回，
理由是官吏的任免应按章办事，
然而“今定不
由铨考，
擢授朝列；
不缘御史荐置宪台”
，
未经正
常的考察、
推荐程序，
而且
“不惟超越资序，
未压
群言，
抑亦有乖国朝从来法制”
，
轻率越级提拔，
不仅令人心不服，
更重要的是违背法制。
神宗说：
“去年我就曾下诏，朝中选官不
必拘泥于官职高下。
”
再命苏颂起草。苏颂认
为把李定从地方上调到中央担任京官，已是
优恩，若还让其在御史台这么重要的部门工
作，
自先朝以来，
未有此例。而且更大的问题
是，
“幸门一启，
则士涂奔竞之人，
希望不次之

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因此，
他再次选择了拒绝。
神宗生气地威胁说：
“久格诏命，
恐将得罪，
卿宜思之。
”
抗旨不遵，
将是什么罪过，
你可要想
清楚。苏颂依然不为所动，毫无惧色地回答：
“臣闻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邪正之分，唯所操
守。若臣前以为不可，
今蒙陛下召谕遂变前言，
乃奸邪固位之臣所为也。”表达的意思是，我所
坚守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如果因为害怕
受到你的惩罚就改变立场，那是奸佞之人的所
为，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就这样，
苏颂前后五次
封还词头，
直到被免职，
也不肯按照宋神宗的要
求起草诏书。
在苏颂看来，
“人主制法者，
乃欲以法拘制，
不得以特旨指挥”，
即使是皇帝也不应当以制乱
法。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
宁可官不当了，
也不
能失去内心的坚守。
元丰二年（1079），苏颂权知开封府。上任
不久，京城里就发生了一起恶劣的刑事案件。
前宰相陈执中之子国子监博士陈世儒的母亲被
府中的奴婢杀害了，而奴婢供称是受陈世儒的
妻子李氏指使。此案经审理，由于并没有确凿
证据，所以只将杀人的奴婢判处死刑。苏颂因
此遭到一些人的抨击，
称其与陈家为世交，
故而
徇私枉法，
包庇真凶。
汹涌的舆情令神宗皇帝都坐不住了，指示
苏颂说：
“此人伦大恶，当穷竟。”皇帝的意思很
清楚，就是要他想尽办法从严从重判决陈世儒
和李氏，以平息民愤。苏颂却回答说：
“事在有
司，
臣固不敢言宽，
亦不敢谕之使重。
”
事情关键
在于司法部门查清事情的真相，我不敢减轻处
罚，
也不能加重刑责。
神宗对于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指示大理
寺和御史台重新审理此案，苏颂也以徇私枉法
的罪名被逮捕关进了御史台大牢。负责审案的
御史暗示他只要指认陈世儒夫妇指使杀人，就
能将他无罪释放，
“公速自言，
毋重困辱”
。面对
威逼利诱，
苏颂回答说：
“诬人死，
不可为已。若
自诬以获罪，
何伤乎？”
诬陷别人，
是断不可能做
的。如果自己交代问题而获罪，那没关系。于
是细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来的调查证明了苏颂
的清白，他被无罪释放。神宗感叹地说：
“卿直
道，久而自明。”这也是对他为官品格的欣赏与
认可。

三
内方外圆 以情动人
苏颂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做事“务在奉行
故事”，必须遵守已有的规定，但在处理具体问
题时，
他也并不是脑袋一根筋，
有时也非常具有
人情味。
熙宁八年，
杭州因旱灾而至饥荒，
翌年又发
生大瘟疫，神宗皇帝亲自选派苏颂任杭州知府
去赈灾。有一天，
苏颂外出巡查，
在大街上遇到
一百多人戴着枷锁，他奇怪地上前询问。得知
面前是知州大人，
这些人都跪下来向他哭诉说：
“我们都是向市易司借钱的生意人，
由于无法按
期还钱，
结果被抓了起来。我们昼夜被囚禁，
没
办法做生意，即使死了也无以偿还啊！”苏颂听
完，
对他们说：
“如果我现在把你们放了，
你们都
要好好做生意，
赚来的钱除了供衣食之用，
一定
要全部用来偿还官府，你们能做到吗？”这些人
都跪谢说：
“我们一定不敢失信。
”
手下人不无担

心地提醒说，如果这些人跑了，朝廷一定会追查
此事，到时岂非得不偿失？苏颂不为所动，下令
将他们全部释放了。结果到了还款期限，这些人
果真把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了。
苏颂担任颍州知州时，赵至忠作通判与他搭
档。在宋代，通判这个职位很重要，它一方面负
责兵粮、户口、诉讼等事务，而且知州发布的命令
还需得到通判的联署才能生效。此外，他还有一
项权力，就是监督地方长官的一言一行，并可直
接向皇帝报告，因而对地方长官的权力形成掣
肘。如果知州和通判政见不同，意见相左，那就
会出现严重的内耗。赵至忠就有这样的古怪脾
气，在他之前就职的每个地方，都会与当地的知
州争权夺利，
互相拆台，
以难合作闻名。
苏颂深知领导班子团结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前提，所以上任后，他放下一把手的架子，凡州内
的大小事情都会主动找赵至忠商量，一起研讨决
策，
“ 待之以礼，具尽诚意”，处处表现得十分礼
让、谦卑，一点架子都没有。赵至忠从未被人如
此尊重过，因而十分感动，对苏颂的工作不遗余
力地予以支持。有一次他对苏颂说：
“身虽夷人，
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韩琦）
耳！”由于苏颂善于团结下属，使领导班子形成了
合力，
颍州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深得朝廷的赞许。

四
清正廉洁 不立党援
苏颂从地方官做到京官，从掌管一地，到官
至宰府，素来洁身自好，不贪不占，更不结党营
私，
沽名钓誉。
苏颂先后任吏部、刑部尚书，掌管选拔官吏
大权，后又升任宰相，推荐了许多人才，但他从不
收受“苞苴”
（赠礼）。只有朝奉郎孟安序每年会
带一斤双井茶给他，这是他唯一收受的微薄之
礼。宰相富弼称他是“古君子”。苏颂任宰相后，
按照惯例，子弟也可享受荫泽，同为宰相的吕大
防因此提议将“累任京局”的苏颂之子苏嘉以“宰
相子弟，例除馆职”，苏颂拒绝说，
“馆阁乃朝廷育
才之地，
岂可令子弟以例得之”。
苏颂在朝任职时曾长时间负责校正编撰古
籍，他“廉静自守”，分配什么工作就兢兢业业，从
不挑三拣四，寻求升官。宰相富弼、韩琦很欣赏
他的品格和才能，特意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并不
为自己求取京官，反而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地方任
职，
受到两人称叹，
“同表其廉退，
以知颍州”。
苏颂的时代，党争激烈，在复杂的政治环境
中，苏颂立身中正，不偏不倚，从不靠投身哪个政
治派别以求荣升。权臣吕惠卿也是泉州南安人，
他曾对人说：
“子容，吾乡里先进，苟一诣我，执政
可得也。”意思说苏颂是我的老乡，如果他肯来拜
见我，可得副宰相的职位。官场最讲人脉，别人
发掘人际资源都要钻窟窿盗洞，可苏颂面对这送
上门的台阶，反应只是“笑而不应”，既不拜谒，也
无恶言。
不管政治风向如何变幻，苏颂始终坚持自己
的政治操守和政治立场，不为威胁或利诱所动。
北宋政治家曾肇称他“论议持平，多循故事。避
远权宠，
不立党援”。
苏颂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
为政长达五十余年。他秉承“持中守正，务持大
体”的执政理念，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
终擢升宰相，位极人臣。南宋理学家朱熹称赞其
“道德博闻，
号称贤相”，
苏颂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
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
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
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
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
堂”，吴宓这才作罢。

拾遗
把面条拿给伤员吃
彭德怀：

1940年 4月，朱德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
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德怀和左权，彭
德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天，彭德怀翻山
越岭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德
怀胃不好，不能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
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德
怀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厂长说：“差
不多。”彭德怀二话不说走出门一看，工人们
只吃小米饭、炒白菜。厂长说：“您有胃病，为
您做面条是经过研究的。”彭德怀说：“我有胃
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没有得胃病的吗？”
厂长拗不过彭德怀，只好听从彭德怀的命令
把面条拿给伤员吃。

天热突发不适
郑成功：

南明永历十二年至十四年（1658—1660
年），郑成功出兵抗清，在福建沿海取得多次胜
利。但是由于这时的清廷已经站稳脚跟，力量
太过强大，因此郑成功转变策略，开始收复被荷
兰人占据的台湾。永历十五年，郑成功亲率将
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出发，经澎湖，
向台湾进军，经激战，终于将台湾收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郑成功取得胜利
后不到一年，他却突然去世，年仅38岁。史书对
郑成功去世的记载模糊不清，传闻多种多样。
其中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写有一本书叫
《榕村语录续集》，该书记载，郑成功之死，是因
为突发不适。当时，一个叫马信的亲随，找来医
“军中华佗”拒绝剃胡子
蒋维平：
生治疗，医生认为郑成功是天热中暑，遂“投以
1955年，77岁的蒋维平是授衔时最年长 凉剂，是晚而殂”。如果将郑成功去世时间换算
的中校，被称为“军中华佗”。在授予军衔时， 成公历纪年大约是公元1662年的6月23日，这
其他将领都按要求剃去胡子，他却拒绝剪去大 天正是夏至前后，中暑可能性还是极大的。
胡子，为此还闹到了毛泽东那里。毛主席哈哈
大笑，说他功劳很大，允许他留胡子。
设立消防队防止火灾
北宋：
蒋维平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
宋代城市人口稠密，屋宇相连，店铺、作坊、
是中国近代唯一一位参加过清军、北洋军、国
民党军、八路军并最后参加授衔的将军。 官舍错杂，公共安全十分重要。为了防止火灾
1938年 2月，当八路军 120师 359旅挺进平 和救助受灾者，宋代发达城市中都有相应的防
西、路经其家乡时，已年届六旬的蒋维平，毅 火俗规和防火措施，建立消防队。北宋都城东
然关闭药店，携带全部药品参加八路军，成为 京组织了“潜火队”（即消防队），在城中高处砌
入伍年龄最大的八路军战士，同年5月加入 望火楼，楼上常有人瞭望，楼下屯驻救火人员，
中国共产党。他不顾环境艰苦，苦心钻研中 备办有救火工具，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
西医学，爬山越岭采集中草药，深入民间收集 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城内设有专门
药方，配制丸、散、膏、丹等40余种，治愈大批 报火警的快马，称为“望火马”，这些救火人员由
伤病员。1944年，蒋维平被选为陕甘宁边区 军队充任，一有火情全体出动，扑灭为止。
在东京和临安，还有值更人员，各有地分，
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1950年出席全国工农
一般由寺院行者充任，他们打着铁板儿或木鱼
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儿，在四更、五更时分沿街报晓，并报告天气情
况，如果天晴，就喊：天色晴明，或报大参、四参、
为《红楼》砸饭馆
吴宓：
常朝、后殿坐等；阴天则喊：天色阴晦；雨天则言
吴宓对《红楼梦》的研究，造诣精深，享誉 雨。报天气情况的目的是让百官、当差、入值、
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 衙兵等人作出门准备。即使风雨霜雪，报晓人
者之一。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 亦不敢缺报。

“家室”
原来分别指夫、
妻
许晖
读者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家室”一词用
来称呼配偶，尤其偏于指妻子，比如一个男人
说“我有家室了”，就意味着已经成家，有妻子
了。而女人则不能这样说。
其实，男人有了妻子，一个“家”字就足以
形容，比如“成家”，为什么还要再添加上一个
“室”呢？古人组词，无一字无来历，“家室”之
称绝非心血来潮或者画蛇添足，“家”和“室”
各有其指代，组合在一起才完整。
《诗经·周南·桃夭》是一首祝贺年轻姑娘
出嫁的美丽诗篇，全诗如下：
“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
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
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蕡，指即将成熟的果实肥大的样子；蓁
蓁，草木茂盛的样子。学者马持盈先生在《诗
经今注今译》中的白话译文为：“桃树长得是
那样的旺盛，它的花儿又那样的鲜艳，正是
春暖花开的时候，好像这个漂亮的大姑娘也
正是出嫁的时候了，嫁到婆家，一定会与其
家人相处得很和善的。桃树长得是那样的旺
盛，它的果实又是那样的丰硕，好像这个漂
亮的大姑娘，嫁到婆家，一定会与其家人相
处得很和善的。桃树长得是那样
的旺盛，它的叶子又是那样的繁
茂，好像这个漂亮的大姑娘，嫁
到婆家，一定会与其家人相处得

很和善的。”
古人把女子出嫁称作“归”，《说文解字》：
“归，女嫁也。”“归”的本义就是女子出嫁。这
是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关系的典型写照，女
人就像男人丢失的物品，出嫁到丈夫家就是
回归。
《左传·桓公十八年》中有这样的话：“女
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
”无相渎
也”指夫妻不能互相轻慢。孟子在《滕文公下》
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丈夫生而愿为之有
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女人嫁到夫家就
是“归”，因此妻子称丈夫为“家”；丈夫则称妻
子为“室”。
《礼记·曲礼上》篇中写道：
“三十曰壮，有
室。”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
“有室，有妻也。妻
称室。”唐代学者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
“三十
而立，血气已定，故曰壮也。壮有妻，妻居室
中，故呼妻为室。“
”家”是夫家的泛称，而“室”
则指内室，从字形即可看出，女人从外而来，
至“室”而止，意味着嫁到夫家之后，就要居于
内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就是所谓“妇
德”，此外妻、妾还有正室、侧室之别。
综上所述，
“家”或“室”即分别指夫和妻，
已婚的女人只能说“我有家了”，
而男人则可以说“我有家室了”，
这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所延
续下来的称谓。

语词 精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