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 史 随 笔

严于律己 敢于亮拳
清风慕竹

10文史
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美术编辑：卞锐

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张弘弛

从先秦到秦汉时期

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步阶段

在先秦殷商时期，已有“官刑”之说，也就是专门治官的言
论和规则。西周时期已出现了“监督权力”的思想，周公旦提出
的“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可谓中国古代监督理论之发轫。

战国已降，当时的君主为巩固其皇权、管控地方政府、监
督官员权力，国家开始设立御史这一职务，御史对于官员行使
着监察职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御史在商朝已有，但当时这
一职务主要负责执掌书写记事以及传达法令，尚未行使监察
职权。战国时期虽然还没形成专门的监察法律体系及机构制
度，但各诸侯国却制定了惩官条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
监察法的雏形。
秦汉之际，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统治机构日臻完备，其完

备的官僚统治机构更好地适应了当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
这一时期，行政监察制度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在朝中设立
了专门行使监察职权的官员——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意味御史大夫地位尊贵，

其职务相当于副丞相，但丞相在行使治理国家的行政权力时，
要受到御史大夫的监督和制约，当然也会得到御史大夫的辅
佐。一方面，御史大夫行使监察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对皇
帝直接负责，不隶属于任何其他机关；另一方面，御史大夫在
官员中的地位非常高，除了丞相（最高行政官员）和太尉（最高
军事官员）之外，其他官员的地位则低于御史大夫。这便保证
了监察权的威慑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秦朝御史大夫是由丞相任命的，这说明

相权大于监察权，也说明监察制度尚未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
来，但由于御史大夫行使监察权时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这保
证了监察权的行使有一定的独立性。

秦朝因中央对各郡县进行监察的需要，在历史上首次创
立了御史监郡制。由廷椽行使对乡级官员的监察权，由督邮
行使对县级官员的监察权。到了汉武帝时期，则设置刺史对
各州郡进行监察。
汉朝在继承秦朝监察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汉武帝

朝，除实行刺史出巡制外，还将地方划分为十三个区域进行监
察。工作方式由常驻式变为流动式，这一时期还制定了在中
国古代监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刺史六条》以及作为专门
性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法制化
与制度化的开端。
值得关注的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开始设置了权

力制约权力的体制，设立了丞相司直这一与御史大夫相平行的
职务，丞相司直能够对御史大夫行使监督权。与此同时，汉王
朝还设立了位列御史大夫之下、专司纠劾这一专项职责的御史
中丞。在汉成帝时期，御史中丞负责行使监察这一职权。
在东汉光武帝时期，监察机构的设置略有变动，御史府被

改成了御史台。东汉还首创了“专任弹劾”职能的中央监察机
构御史台，同时设立谏官机构侍中寺，这样由御史和谏官两个
系统构成的监察制度开始形成。察劾与言谏并行的监察制度
都有相应的职能机构。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机构大体跟前朝一致，在中央一级
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受皇帝直接领导，在御史台履职监察的
官员为御史中丞。同时设立侍中寺作为规谏机构，专司言谏
职能。与前朝不同的是，魏国还创立了应对战争和征伐需要
的军事监察制度，同时设立对京畿州郡百官失职行为进行监
察的司隶一职。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迭、战乱不断，监察制度发
展缓慢，并带有浓厚的门阀政治色彩，但仍然有所突破。曾经
在汉朝相对独立的御史台到这一时期已发展成完全独立的监
察机构，并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机构的权力地位皆有所提
升。这一时期的谏官机构也逐步规范，侍中寺经过发展演化
为门下省，又从门下省独立出集书省，驳正臣下奏章违误，封
还皇帝失宜诏令。在监察官员的选任上，也有一定的突破，在
南朝大多出自寒门庶族，在北朝选任御史则由监察长官自行
酌定。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隋

文帝对前朝的监察制度进行了新的改革，不仅扩大了监察机

构的规模，还取消了御史直属官制度，使御史独立性加强，脱
离宫廷的“禁锢”，重建地方巡查制度。隋朝还将中央与地方
的监察机构相分离，职能更清晰、分工更明确，御史台负责中
央官吏的监察，司隶台和谒者台则负责对地方官吏监察。

唐朝在沿袭隋制的基础上，对御史、谏官、封驳并行的监
察制度进行了完善。唐朝将御史台分置为“台院、殿院和察
院”三院，职能得到了加强，从“分察尚书省六司”发展到同时
进行军事监察与司法监察。
值得称道的是，唐朝对皇帝进行监督的权力有所加强，谏

官主要就是针对皇帝的权力进行规范和监察而设置的。唐朝
还将谏官进谏制度化，谏官按照分工分属门下、中书两省，其
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和补阙、拾遗等谏官可对皇帝进行进谏与
监察，同时还将来自社会下层及官僚阶层的舆论监察与行政
监察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门下省监督朝廷决策的审议封驳制度以及由
中央派遣使臣的临时性监察和御史台派出御史的定期性地方
监察也确立下来。

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赤字日甚，在御史监察制度之外，
与赋税徭役改革相呼应，形成了复杂化的地方监察制度，比如
原本专司管理漕运的巡院兼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能。此外，
唐朝对监察机构的设立、职权以及监察活动从法律上进行了
规定，朝廷制定的《唐律疏议》《唐六典》和《监察六法》等成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宋元时期

古代监察制度的强化阶段

宋朝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强化，其特点不仅沿袭唐制，而且
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的御史台还享有谏权，呈现出
“台谏合一”的特点，其职权得到扩大，并且可直接上奏皇上，
其“闻风奏谈”，无须核实，还从制度上规定每月必须弹劾一
次，谓之“月课”。
在监察官员的履职和选任上，亦实行了一些改革：实行亲

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地籍回避等制度。宋朝对地方监察机构
也进行了完善，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构成，并且
地方监察机构之间实行互察制度，这较之前朝是一大创新。
与宋朝相比，元朝的监察制度呈现出新的特点，实行“台谏

合一”“重御史轻谏官”的政策，元朝取消谏官制度，将其职能并

入御史台，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平行，其地位进一步提高。
元朝在地方监察制度的设立上，也有一些新的做法，设立

行御史台制度，将全国划分为有监察官员常驻的二十二个监
察区。同时，元朝较为完善的《宪台格例》，标志着在监察立法
方面亦有相当的突破，从立法层面对不同级别监察部门的地
位和职能都作出了规定，对监察程序、纪律也进行了规范和详
细的说明。

明清时期

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备阶段

明清时期的监察制度比以前更严密和完备，其主要特点是
御史、谏官、封驳合一，其权力亦达到了封建时代的一个顶峰。
明朝在废除丞相制度的同时，将御史台原“台院、殿院和察

院”三家机构职能合并到都察院，为六部之一，行使监察百官之
职；又设六科给事中，行使监察六部之职。六科给事中不仅监
察六部、分割了都察院的权力，还掌封驳之职，而且对都察院亦
行使一定的监察权，避免其渎职和失职。明朝地方监察制度也
得到了强化，除了旧制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外，还在各省设立提
刑按察司以及督抚，这样便对地方形成了三重严密的监察网
络。在监察立法方面明朝亦有所建树，制定了《宪纲条例》。
清朝监察制度基本上承袭明制，不仅保留了都察院、给事

中等机构，而且其职能亦不变。但到雍正时期，“六科”却纳入
都察院的一个部门，简称“科”，成为都察院核心监察部门。隶
属都察院的十五道则是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机构，
右都御史为十五道最高监察官员。这样，“科道合一”的监察
体系逐渐完备。清朝在监察法规方面也较完备，制定的《钦定
台规》内容包括“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查”“巡
察”“通例”八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监察体系较成熟的标志。

古代监察制度的

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不断
完善和体系化趋势，每个朝代各有特色，又互相承袭，有其历
史的进步性，也有着封建糟粕性。

（一）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管理和国
家治理方面的智慧，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明的体现。在
制约官员滥用权力、惩治官员贪腐、抑制豪强势力、维护封建
统治等方面，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1.监察机构的设置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监察权的行使具

有一定的权威性。中国古代监察机构最初（秦汉时期）的设置
是与行政机构不分离的，但自魏晋时期逐步走向独立化，不再
依附于行政系统，特别是直接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负责这
一条，成为古代封建王朝构建监察机构的根本遵循。到了唐
朝，较健全的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更加明显。古代之谏官、御史
虽然地位不是很高，但却能以小视大、以卑察尊，享有“大事奏
裁，小事立断”之权。特别是监察机构垂直的行政隶属体制，
为监察官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有效地排除了地方机关或者
上级机关对监察活动的干涉，增强了监察权的权威性和相对
的独立性。

2.监察的法制化建设有一定的成效。中国古代有关法律
法规对监察机构的设置、权力的运行以及监察官员的行为规
范皆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监察官员必须依法定权限
行使监察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监察官员在行使权力时
的恣意性。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使御史行使对地方官吏
的监察权有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汉武帝时期制定的《六条问
事》对监察权的运行和规范及其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唐玄宗时期制定的《监察六法》推动了监察法迈向了新的水
平，宋朝制定的《诸路监司互察法》明确规定监司之间或监司
与属官之间具有相互监督的权力，明朝制定的《宪纲事类》则
对监察官员的任职条件、社会地位以及权力运行等从法律上
作了规定，清朝末年制定的《钦定台规》成为全面且系统的集
历代监察法规之大成的独立的监察法典。我国古代监察活动
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对于净化官场、澄清吏治、匡正特权阶层、
弱化地方豪强势力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促进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其作用亦是不可或缺的。

3.在监察官员的选任上进行了较严格的把关。中国古代
监察制度之所以能得到良性发展，是与监察官员较严格的选
任密切相关的。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中国古代历朝在选拔与
任用监察官员时，对其学识、德行与才能等进行考察，执行了
较严格的标准。汉朝时，对监察官的选任还采取回避制，官员
本身的户籍地、其配偶的户籍地等成为监察官选任的限制性
条件，达到条件、符合标准的，才能成为监察官。明太祖曾强
调“朕设察院，职英俊，禄忠良，以为耳目之寄”，可见其对监察
官员的重视。概而言之，古代监察官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
素养和文化素养，还要具备一定的从政经验且具有较卓越的
政绩。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选任的严格性，保障了监察机制的
权威性与威慑力。

4.设立了监察机构与监察官员的内部监督机制。在中国
古代，一般的官员要受监察机构的监督，同时监察机构之间与
监督官员之间采取内部监督模式——通过监察机构之间和监
察官员之间互相监督纠举的内部监督的模式。在实际的监察
权运行过程中，权力过大的监察机构与官员往往容易自身腐
败，这就助长了官场的贪腐之风，因而监察制度中的内部监督
被重视起来。在汉朝，御史府、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三家机构
互相平行又互相纠督；在唐朝，具有监察百官职能的御史台系
统与担负劝谏过失职责的谏官系统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又相
互之间可进行纠弹；在宋朝，《监司互监法》中明确规定，监察
机构之间与监察官员之间可以相互纠察、监督纠举。

（二）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就阶级本质而言，它是封建皇帝与地
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就决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非
人民性、民主性。其根源在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皇权的依
附性，其独立性是相对的，尽管中国古代监察官员在行使监察
权时具有相对自由的弹劾权，但它不可能摆脱皇权的控制。

由于对皇权的依附性及浓厚的人治色彩，这就决定了中
国古代监察制度运行的不稳定性。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凌驾于一切的权力，监察机构的运行和监
察职能的行使，与皇帝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如果君主是开明
的，监察制度尚能正常运行；如果皇帝是昏庸的，监察制度便
不能正常运行，监察官员也难以正常履职。这也成为监察制
度自形成起每个朝代都很重视其建设，但在其实施过程中却
往往遇到很多障碍，因人废法、因人改法的现象屡见不鲜的根
本原因。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实质功效不在于其
制度化、法制化的完备程度，而主要在于封建皇帝是否开明，
这就使得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成为监察制度是否行之有效
的最后保证，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
久，是以维护皇权利益、国家利
益为目的，对于古代政权的平稳
运行和中央集权的形成都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中国
古代监察制度有其历史的进步
性，也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就其
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中国古代
监察制度经历了起步、形成、强
化、完备几个历史时期。

王竑，字公度，祖籍湖北江夏（今
属武汉市）。他是个标准的文人，自
幼苦读诗书，26岁通过科举考试高中
进士，入选翰林院。然而在历史上，
王竑所以著名，并不是他的文章写得
多么好，而是他的拳头足够硬。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
祁镇受在朝中专权的大太监王振的
蛊惑，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瓦剌部，
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兵败被俘。

堂堂大明皇帝，竟然成了蒙古
人的阶下囚，消息传来，举朝震惊。
大臣们群情激昂，纷纷弹劾王振误
国之罪，请将其灭族。负责摄政的
郕王朱祁钰还没等将弹劾奏疏读
完，便命令大家出去待命，当值的锦
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的党羽，便
借机厉色呵叱大臣们出去。时任户
部给事中的王竑异常愤怒，他冲上前
奋力抓住马顺的头发，怒吼说：“你们
这帮奸党，论罪当诛，现在还胆敢这
样！”他一边痛骂，一边张嘴咬马顺的
脸，众人见状一拥而上，当场将马顺乱
拳打死。朱祁钰哪里见过这等阵势，
吓得起身向内宫里跑。王竑率群臣紧
随其后，朱祁钰忙让宦官金英问他有
什么要求，王竑说：“宦官毛贵、王长随
也是王振的党羽，请依法治罪。”朱祁
钰不得已，命人把这两个人拉出来，众
人又把他们打死了。
靠着一双过硬的拳头，此前名不

见经传的王竑一战成名，声震天下。
朱祁钰即位后，十分器重王竑，

升任他为佥都御史。也先侵犯京
师，北京保卫战打响，王竑督率毛福
寿、高礼的部队协助兵部尚书于谦
守卫京城。也先败退后，王竑又受

命与都指挥夏忠镇守居庸关。王竑
到任后，弹劾不称职的将帅，挑选战
马，训练士卒，修缮关塞，筑起了一
道坚固的堡垒。一个文官，扎扎实
实地干起了武将的活儿。

景泰二年（1451），明景帝命王
竑兼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和徐州、
和州二州巡抚。此前凤阳、淮安、徐
州等地发生水灾，饥民遍地，饿死的
人相望于路。王竑到任后一面上疏
汇报，一面不待朝廷回报，便开仓赈
民。山东、河南的灾民闻讯群集而
至，结果所储存的仓米很快用尽。
此时只有徐州广运仓还剩有储粮，
可广运仓是朝廷南粮北运的集散
地，不归地方政府管辖，王竑想将这
里的粮食也开仓发放出来，但遭到
了掌管广运仓的太监的反对。王竑
便亲自前去，对那个宦官说：“如果
不开仓救济百姓，他们没有饭吃，早
晚都有为盗的可能。如果你不听我
的，万一有变，我就先杀了你，然后
自请死。”宦官早就听说过王竑的威
名，知道他的拳头不是吃素的，他说
得出，一定办得到，只好答应。王竑
于是下令开仓，然后上疏弹劾自己
专擅之罪，并请求说：“广运仓所存
的粮食仅够支撑三个月，请令犯了
死罪以下的人，准许他们输纳粮食
到灾区以赎罪。”

当初明景帝听说淮安、凤阳饥
荒遍野，非常忧虑，当他收到王竑因
开广运仓而弹劾自己的奏疏后，很
高兴地说：“贤哉都御史，他将救活
我的百姓了。”他命令侍郎邹干带着
库金驰援灾区，听凭王竑相机处
理。王竑日夜巡行灾区，散财赈
济。财物还是不足，他便下令沿淮
往来的商船，根据船只大小出米，又
劝富民捐献粮食，共赈济饥民五十
五万七千家，救活了一百八十五余
万人。他还拨给灾民耕牛和种子，
使五千五百家百姓得以复业。安抚
从外地流入的饥民一万六千余家，
病者给药，死者备棺，饥民卖出的子
女全部帮他们赎了回来，想回原籍
的人还给他们提供路费。度过灾荒
的百姓视王竑为再生父母，纷纷歌
颂他的恩德。

第二年，王竑借着饥荒频发，劝
谏皇帝说：“陛下继位以来，并非不
敬天爱民，但天变民穷却十分严重，
臣私下担心圣德虽修但还不到家。
衷心希望陛下敬修德行以刷新政
治，进用忠良之士，疏远邪佞之徒，
公正赏罚，宽免赋役，节俭财用，戒
除聚敛，辞退贡献，停罢工役。”明景
帝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带头进行
修身反省。

明英宗复辟后，石亨等追究王

竑打死马顺之事，王竑被除名，在
江夏软禁。直到明宪宗即位，他才
得以复出，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经历过生死磨难的王竑丝毫没有
失去锐气，做起事来依然雷厉风
行。当时要用兵两广，王竑举荐韩
雍为总督。韩雍刚刚获罪，众人觉
得这事难办。王竑说：“天子正在
弃瑕录用，你们说韩雍有罪不当
用，我王竑不是曾因罪被废的人
吗？”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
兵部清理所缺官员，王竑推举修撰
岳正、都给事中张宁，遭到内阁首
辅李贤的反对，甚至因此废除了朝
臣会举制度。王竑愤然道：“我还
能坐在这里吗？”马上称病求退，尽
管皇帝一再下达褒美嘉奖的诏书
以示安慰，但他去意已决，宪宗只
得批准了他的退休要求。

王竑一生敢作敢为，有道理说
不清的事，他用拳头办到了。中国
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可欺之以
方”。就是说正人君子喜欢讲道理，
这样容易被小人流氓算计，遭所谓
的“规则”挤兑，落得个白白吃亏。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对有些人来说，
拳头是他们唯一能听得懂的道理。
所以鲁迅先生说：以无赖的手段对
付无赖，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

当然，无私是一个人的底气所
在，也是他拳头真正过硬之处。以
道理严于律己，为道理敢于亮拳，这
才是王竑给我们的启示。

宋朝的宰相，吕蒙正算得上最有名望者
之一。

这种名望，一方面来自于他的状元出
身。历代以来，人们追捧状元直如众星捧月、
高山仰止一般，特别是在文气极盛的宋朝。
宋朝人田况《儒林公议》一书记载当时科考出
榜后，皇帝赏状元骑马游街时首都汴京百姓
争睹状元的盛况说：“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
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
登屋下瞰者。”万人塞途，摩肩接踵，百姓为了
一睹状元风采，甚至不惜冒险爬上高高的屋
顶，真是如痴如狂，比现在的少男少女追星的
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吕蒙正于宋太宗太平
兴国二年（977）丁丑科被录取为进士第一名，
高中状元，一时上下垂青，荣耀无比。
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三登相位。宋朝以状

元出身而至相位者并不多，我检索了一下两宋
的宰相名录，发现状元出身的宰相不过吕蒙
正、陈尧叟、王曾、李迪、梁克家、文天祥等寥寥
几人，而其中三登相位者，唯有吕蒙正一个。

再者，便是因为他的修养和品行。元人
脱脱在《宋史·吕蒙正传》中评价他说，“质厚
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说明吕蒙正是一
位宽厚正直的宰相，在士大夫间声望极高。
吕蒙正确实宽厚有雅量。据说他由地方

调入朝中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职时，很多
京官因他资历浅而不买他的账，一次上朝之
时，有一大臣便向旁人指着他说：“这人也能
当参政吗？”充满不屑。吕蒙正装作没听见，
若无其事地从此人身边走了过去。同僚好友

为他抱不平，要过去问对方姓名，吕蒙正忙制
止说：“一旦知其姓名，则可能终身不能忘记，
还是不知为好。”同僚叹服。

吕蒙正令人佩服的还有一点，就是他知
错就改。

吕蒙正少时即父母双亡，家境寒苦，栖
身于茅棚草屋中苦读成才。后人曾托其名
作《破窑赋》一文，中有：“吾昔日困于洛阳，
日求僧食，夜宿破窑，思衣不能遮其体，思食
不能充其饥，冬天避冷，费尽炉中之火，夏日
求凉，失手落于桥下，上人憎，下人厌，道吾
贱……”虽为托名伪作，但对他的家境和经
历的描述却所言不差，大抵如此。据说他小
时候极度饥饿时，还曾捡过别人丢弃的瓜
吃，可见“苦”来已久。
吕蒙正一步步升至宰相，登上高位后，也

并不贪恋财货，生活上也算节俭，只是年老体
衰之际，牙齿松动，嚼什么都不敢“下齿”，便爱
上了基本可以让牙齿赋闲、高枕无忧的“鸡舌
汤”——鸡舌烩制的羹汤。而且，每早必喝。
有一次，吕蒙正到花园散步，忽然瞥见墙

角有一小丘，如同一座小山，便问侍者此为何
人所筑。侍者回答说，这并非什么土丘，乃是
厨师为相公每日烩制“鸡舌汤”所丢弃的鸡
毛、鸡骨堆积而成。吕蒙正一听大惊道：“我
怎么会吃下这么多鸡？”侍者说：“一鸡才一个
鸡舌，相公喝一碗汤该用多少鸡舌？鸡舌汤
相公又喝了多长时间？”

吕蒙正听完，一脸的惭愧，幡然悔悟，从
此再也不喝“鸡舌汤”了。

从此不喝“鸡舌汤”
晏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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