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邂逅邯郸道
相惜结知己

靳辅，字紫垣，祖籍山东历城，明崇祯六
年（1633）出生于辽阳。顺治六年（1649）出仕
为笔帖式，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中书、兵部
员外郎、兵部职方司郎中、国史院学士、武英
殿学士兼礼部侍郎等。

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任命靳辅为安
徽巡抚。靳辅这次被外放为地方大员，也是
踌躇满志，立即从北京启程去安徽赴任，一路
上轻车简从，晓行夜宿。

一日，在河北邯郸的一座吕祖庙歇脚时，
墙壁上的一首题诗引起了靳辅的注意。诗
云：“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
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此诗借用
当年吕洞宾黄粱一梦的典故，抒发了自己空
有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的落魄情绪。

靳辅感觉写诗人尽管是调侃，但能看出
诗中不凡的志向，推测此人或许胸中别有丘
壑，如今去安徽上任，正是用人之际，说不定
能遇上一个“诸葛亮”。于是靳辅就想办法找
到了此人，见他状貌魁梧，气度不凡，便邀其
小酌交流。

在交谈中，靳辅得知此人名叫陈潢，字天
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自幼不喜八股文章，
爱读水利书籍，并多次到宁夏、河套等地实地
考察，找清了黄河洪灾的原因，开始精研治理
黄河之道，并且形成了一套思路。然而，作为
一介布衣的陈潢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于
是他尝试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屡试屡败。这
次也是到京师寻求发展机会，不仅没有找到
门路，还用尽盘缠，只好在吕祖庙栖身，遂有
感而发在墙上题写了这首诗。

靳辅通过一番考察，发现陈潢确有真才
实学，博古通今，且真诚直率，性格豪爽，是
个性情中人。二人相谈甚欢，靳辅问陈潢是
否愿意跟随自己一展宏图？陈潢也感觉靳
辅尽管是地方大员，可言谈举止没有一丝官
腔，居高不傲，平易近人，是个务实的官员，
跟着这样的官员，自己的雄心壮志一定能实
现，便满口答应，愿做其幕僚。于是二人携
手奔赴安徽。

靳辅在安徽任巡抚六年，做了几件为人
称道之事。这些无疑与陈潢的大力辅佐密切
相关。靳辅在《义友竭忠疏》中写道：“乃自抵
皖署后，臣与之（指陈潢）寝食惟具，朝夕讨
论，讲求政事，始知其识明敏，而深厚其才，肆
应而曲当。臣不禁爱之重之矣。”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河道开阔，水流
缓慢，因泥沙沉积使河床高于地面，形成“地
上河”，每遇雨季，往往泛滥成灾。尤其在黄
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灾情最为严重。因
为黄强淮弱，黄水灌入淮水，再涌入运河，致
使漕运受阻，影响北京的粮食供应。康熙帝
亲政之后，便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写
在宫中的柱子上，天天提醒自己，这是国事的
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

康熙十五年夏，黄、淮并涨四溢，砀山以
东黄河两堤决口 21处，洪水倒灌洪泽湖，高
家堰决口 34处，淮水冲入运河，运河大堤溃
决300余丈，水淹淮扬7个州县，漕运一时阻
塞，沿岸民众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康熙帝闻
之大惊，朝廷拨款抢险赈灾，并委派工部尚书
冀如锡勘察河工。冀回来报告，不仅河道年
久失修，而且缺乏得力的治河人才。现任河
督王光裕计划修的几项工程，大部分以钱粮
不足未动工，此人根本不具备治河才能，应撤
销他的职务。康熙帝深知河官责任重大，又
是肥缺，治河须要勤政廉政的官员，既要有治
河方略、恪尽职守，又要廉洁奉公、不谎报功
绩、不贪污治河经费。次年三月，康熙帝经过
慎重考察，决定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深知黄、淮两河年久失修，水患频
发，历任治河官员大多落马，又感到自己治河
专业不精，恐难以胜任。正当他犹豫不决时，
陈潢劝他说：“遗大投艰，岂得无惧？但能实
心力行，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正可藉此以

报君恩。即潢草茅下士，素有志于当世之务，
而未获进身，无由建白。今亦正可相佐，以报
朝廷，以毕素志。”靳辅闻听，猛然惊醒，为自
己的患得患失而惭愧，说道：“子能助我宣力
王事，以报君恩，我亦何敢再萌身家之虑哉！”
于是走马上任。

已著勤劳意
安澜早奏功

康熙十六年四月初六，45岁的靳辅赶赴
宿迁河工署所正式上任后，立即带领陈潢等
人视察河道，调查研究。两个月来，他们跋山
涉水，风餐露宿，上下千里，历经艰辛，勘察河
宽河深，观察河水形势，有时为了获得一个数
据，甚至要在狂风暴雨中，驾一叶扁舟，到激
流汹涌的波涛中测量水的深度。并且广泛征
求当地官员、民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
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
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由于通过实
地考察，靳辅、陈潢对整个黄、淮的水流规律、
水患情形、致患原因、冲决要害以及整治的关
键都了如指掌，制定了一个科学的治河方案。

是年七月十九，靳辅一连上八道奏折，史
称“治河八疏”。“治河八疏”有四疏讲治黄治
淮，一疏讲治运河，其余讲治河管理，如筹集
钱粮、裁并河官、选贤任能及设兵守护，等
等。在治河总方针上，将黄河、淮河、运河视
作一个整体，全盘考虑防汛、减灾、通航、漕运
等事宜。在治河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
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
的治河理论，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
来，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
施，而以“合流攻沙”作为长远安排。这八疏
集中反映了二人治河的理想、气魄和可贵的
革新精神。

朝廷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治河八
疏”进行“廷议”。但当时正值用兵平定三藩
之乱，如再大举兴河工，恐增加百姓负担，于
是朝廷令靳辅本着先急后缓、切合实际的原
则做一些调整。靳辅和陈潢又进一步对方

案作了修改，再次上疏。朝廷批准了他们的
方案。

康熙十七年，各项工程陆续开工。治河
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既要同洪水拼搏，又要同
积弊斗争，还要克服国家财力、人力、物力不
足等困难，靳辅率领陈潢等治河官员 60 余
人，食宿在黄、淮河边，巡查施工情况，栉风沐
雨，不辞辛苦。靳辅事必躬亲，做到了“居中
调度、反复查勘”，即使有时身体患病，也坚持
在治河工地。

清口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地方，云梯关
又是黄河与淮河入海的必经之路。靳辅首开
清口烂泥浅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
的河道，创筑束水堤1.8万余丈，堵塞王家冈、
武家墩大决口16处。为防止黄河下游决口，
又在上游建减水坝。每座坝各有7个洞，每
洞宽1.8丈，总计可以泄水之处为12.6丈。

改变运口是靳辅治河的又一项重要内
容。在康熙十八年一月开始，从新庄闸西南
开新河至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新
河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至太平坝，皆至烂
泥浅，移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这个运口距黄、
淮交会之处仅十里，从此再无淤淀之患，漕船
扬帆直上，如履平地。

在清水潭工程施工期间，靳辅吃住都在
工棚，严查工程质量，遇有偷工减料、弄虚作
假的情况，要求随即返工，并对责任人严惩不
贷，除了杖责后枷号河堤，还要赔付返工的全
部费用。康熙十八年，清水潭工程竣工，只花
了9万两白银，比户部估算的57万两节约了
很多，受到康熙帝的表彰。

靳辅将黄河下游河道疏浚三百里，以所
挖泥土加固堤坝，在临水面修坦坡，以减消水
流冲击；在两岸广植柳树，防止水土流失，保
护堤坝；疏浚湖泊，设闸渠与河相通，以便于
蓄洪；把淮河、运河疏通改造，同时高筑分水
岭，以利于分洪。

经过几年的努力，黄、淮、运河的治理工
程取得初步成效，除了海口工程尚未完成外，
各项工程多已完工，黄河归于故道。

康熙二十三年秋，康熙帝第一次南巡。
靳辅扈从康熙帝在河、淮之间，详视黄河、淮
河、运河的水势及治河工程进展情况。康熙
帝特对靳辅讲了一路上的观感，言语中透露

出他对治河成果的肯定、理解与支持，又提出了
原则性的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说治河民工很艰
苦，决不能让贪官污吏克扣工钱，对他们应加意
轸恤。康熙帝对靳辅的汇报很满意，尤其赞赏
他的水利知识，便问道：“尔必有博通古今之人
为之佐！”靳辅说：“通晓政事有一人，即陈潢。
凡臣所经营，皆潢之计议。”他还说：“臣垂老多
病，万一即填沟壑或卧病不能驰驱，则继臣司河
者，仍必得陈潢在幕佐之，庶不歧误。”康熙帝
立即将陈潢召来一见，对他印象颇佳，破例赐
座，不久就授他佥事道衔，参赞河务。

这次巡视，康熙帝大为高兴，当即挥毫泼墨
题《阅河堤作》一首赐予靳辅。诗云：“防河纡
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
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
早奏功。”这首诗表达了康熙帝关心民众疾苦，
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迫切
心情。同时，也对靳辅寄予厚望，勉励他再接再
厉，向大功告成的目标前进。

曲折治河路
政声人去后

正在靳辅、陈潢奋战在治河工地、大展宏
图之时，朝廷内对治河工程发生了大争论。康
熙二十一年，黄河先后在宿迁徐家湾、萧家渡
决口，朝廷里有的官员开始质疑靳辅的治河成
果。康熙帝派大臣伊桑阿、崔维雅等人前往黄
河两岸验看堤工。崔维雅无视靳辅治河成绩，
写出了《河防刍议》《两河治略》，进呈康熙帝，
将靳辅治河功绩全部否定，还向皇上建议撤换
靳辅。工部尚书萨穆哈又提出让靳辅“赔
修”。是年十一月二十三，靳辅被召回京，讨论
治河事宜。会上争论激烈，靳辅据理力争。结
果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靳辅被宽大免赔，虽
将靳辅革职，但仍予以留用，只是“戴罪督
修”，限期完工。

康熙二十二年四月，靳辅上疏报告萧家渡
合龙，河归故道，同时提出其他地方又出现险
情，应立即修筑堤坝等防汛设施。康熙帝非常
支持，凡是所请钱粮都指示户部迅速拨付。七
月，当康熙帝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

敬等询问河道情况时，他们都说河归故道，船只
往来无阻。康熙帝很高兴，夸赞靳辅。十二月，
靳辅官复原职。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靳辅和陈潢开
挖了一条中河。从宿迁张庄运口起，经骆马湖
口，经过宿迁、桃源（今泗阳）至清河县仲家庄
（今淮阴区马头镇仲庄村）进入黄、淮交汇的清
口，长 180里。因为这条河修在黄河缕堤和遥
堤之间，所以取名中河。中河的开挖，彻底结束
了运河借黄行漕的历史，避开黄河风涛之险，既
加快了漕运速度，又保证了漕运安全。清初诗
人王士桢在《靳辅墓志铭》一文中评价说：“中
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
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
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
弹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浪费银钱数百
万，没有终止之期。指责他用人不当，夺取民
田，妄称屯垦，特别是违背皇帝的旨意，阻挠开
浚下河。疏中对陈潢抨击尤为激烈，斥之为“一
介小人，冒滥名器”，提请严厉处分。二月，给
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
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
报告冲决而已。御史陆祖修也弹劾靳辅“积恶
已盈”，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
了众矢之的。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
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任命福建总
督王新命为河道总督，陈潢也被革去佥事道
衔。不久，陈潢忧郁而终。

王新命任河道总督四年毫无建树，并贪腐
库银6万余两。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康熙帝罢
免王新命，重新起用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以
体衰多病推辞不被康熙帝允许。靳辅东山再
起，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贡献一
切智慧和力量。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
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20万石漕粮，
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靳辅接受任务后，亲
自督运，圆满完成任务，得到康熙帝嘉奖。靳
辅还连连上疏，就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
运河提出宝贵意见。

靳辅为人忠义，他念念不忘幕友陈潢，上
《义友竭忠疏》为陈潢申冤。他在文中叙述了
与陈潢如何相识、相知，志同道合，同舟共济。
在治河工程上，陈潢起草奏章文告，核算土方
料物，精打细算，悉无遗漏；不避寒暑，无分昼
夜，与河工同吃同住，十年如一日。正是在陈
潢的大力协助下，靳辅才能遵从圣谕，竭尽全
力投身治河工程，“俾两河复归故道，潢与有力
焉”。他列举陈潢治河功绩后，情真意切地说：
“臣知潢之才，感潢之恩，念潢之功。”“潢诚不
幸而死，臣若避嫌隐忍，是臣生为负友之人。
念臣衰病日甚，旦夕难保，若不及早陈情，一时
风烛，死为负友之鬼。逢潢地下，何以相见
乎？”靳辅请求皇帝念陈潢治河有功，恢复其原
职，陈潢也可死亦瞑目，光耀黄泉，自己也得以
安慰，仰荷天恩。而康熙帝借口陈潢已死，竟
搁置不议。陈潢的治河经验，后来由他的同乡
张蔼生收集为《河防摘要》《河防述言》，使后
人不忘陈潢治河之功。

靳辅年已花甲，日夜操劳，不久便病倒
了。尤其是为知己陈潢的遭遇愤恨不平，病情
日益加重。康熙三十一年冬，靳辅病逝于任
所，终年60岁。清廷按例给予祭葬，并追赠为
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谥号“文襄”。康熙三十
五年，朝廷批准广大百姓的请求，在黄河岸边
为靳辅建祠。

靳辅、陈潢治河十余载，先后疏通下流，大
辟海口，开挑烂泥浅渚引河，整治高家堰，筑塞
翟家坝及清水潭诸决口，修复运堤，移建南、北
运口，创开皂河、中河，终于大见成效。两岸百
姓免遭水患之灾，畅通了漕运，促进了南北经
济、文化的交流，使运河两岸各城市商品经济日
趋繁荣，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在
中国古代治河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王
士桢在《靳辅墓志铭》中称赞他“其力可以任大
事，其识可以决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视察
河工，在一次对吏部官员的谈话中，康熙帝对靳
辅的治河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朕每莅河
干，遍加咨访，沿淮一路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
口如一，久而不衰。”

有谦让之风 懂进退之理
晏建怀

古人云：“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夫唯不争，故天下
莫能与之争。”汉初被喻为“谋圣”的张良，便用自己的
行动，证明了这个道理。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天下已定，汉高祖

刘邦大封功臣。其中，封萧何为酂侯，食邑最多。对
此，功臣们很有意见。他们在朝堂之上，当面向刘邦
表明不同意见说：“在举大事的道路上，臣等披坚执
锐，攻城略地，多的经过百余战，少的也有数十战，虽
有大小差异，但按功行赏，都能接受。然而，此次分封
的人中，唯独萧何无尺寸之功、汗马之劳，却封侯比人
大、食邑比人多，反居臣等之上，这是何解呢？”
刘邦回答说：“你们知道狩猎吗？知道猎狗吗？

每次狩猎，追杀猎物的，是狗，而发指示驱使猎狗猎取
猎物的，是人。你们攻城略地，不过是猎取猎物而已，
而萧何，就是那个发指示的人。”功臣们无话可说，悻
悻而退。
在讨论“英雄排座次”的朝会上，刘邦仍有意将萧

何排位第一，功臣们又不答应了，他们说：“平阳侯曹
参功劳最大，应居第一。”刘邦正在沉吟，关内侯鄂千
秋说：“曹参虽有功，不过是阵前拼杀，乃一时之功。
皇上与楚相争数年，常常败北，萧何镇守关中，要兵给
兵，要粮运粮，馈饷不绝，乃万世之功。少一百个曹
参，汉亦是汉；少一萧何，汉必不成。建议萧何排第

一，曹参列第二。”于是，刘邦下令以萧何第一，并赐他
剑履上殿，即可穿鞋佩剑入殿。
为了分封功臣这件事，“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

大家吵吵闹闹争执了一年有余。只有张良，静静待
着，与世无争。对于张良，刘邦视其为左右手，认为其
“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张良）功也”，自然
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为了分封，刘邦单独召见了张
良，让他自己选择齐地三万户，要封他个万户侯。这
等于是给张良“开小灶”，搞特殊。
然而，张良不但不争，对这种特殊关爱，还推辞不

受。他说：“臣刺秦后逃难于下邳（今江苏睢宁)，与皇
上相会于留县，这一定是上天将臣授予陛下吧。陛下
用臣之谋，幸而偶有成功，功劳不过如此，封三万户，
实不敢当，封臣留侯足矣。”刘邦还想说服张良，无奈
张良竭力推辞，刘邦最后只好随其意，封他为留侯。
在分封列侯的过程中，那些无论功大功小的将领

们，纷纷以己之长、较人之短，争执不休。只有张良极
力推辞，堪称谦谦君子，有长者之风也。张良不贪恋
权位，多次有去意，曾对刘邦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
松子游耳。”“水利万物而不争”，张良有勇有谋，不贪
恋功名，有谦让之风，懂进退之理。而且，也正是这种
懂谦让、知进退的良好品性，让他远离了尔虞我诈的
权力争斗，得以安度晚年，高位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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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敬”原来专指不敬皇帝之罪
许晖

语词精奥

今天的日常口语和书面语中还保存
着“不敬”或“大不敬”的说法，有的辞典举
出这样的“大不敬”用例：“你对父母亲如
此怒言相向，真是大不敬。”这样的用法是
错误的。
《论语·为政》中记载了一则孔子的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的学生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回

答说：“如今所说的孝，仅仅指能奉养父
母。但是对犬和马来说，都能有人养着。
如果只奉养却不尊敬父母，那么奉养父母
跟养犬和马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尊敬父母者的斥责只能用“不

敬”，绝不能用“大不敬”，这是因为“大不
敬”乃是专指冒犯皇帝尊严的犯罪行为，中
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唐律疏
议》中的解释很清楚：“礼者，敬之本；敬者，
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
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
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别嫌
明微”指的是辨别混淆杂乱的事情。
“大不敬”作为一项罪名，起源于汉

代。据《汉书·申屠嘉传》载，邓通是汉文
帝的男宠，丞相申屠嘉入朝奏事的时候，
邓通站在汉文帝旁边，显得十分怠慢，于
是申屠嘉将邓通召到丞相府，斥责他说：
“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
殿上，大不敬，当斩。”朝廷本是皇帝和大
臣议事之所，邓通嬉戏的怠慢行径冒犯了

皇帝的尊严，按照汉律当斩。
“大不敬”之罪自此进入刑律，隋、唐两代

都列入不可宽赦的“十恶”之第六条。《唐律疏
议》中详细罗列了“大不敬”的六大罪名：
一、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大

祀”指祭天地、宗庙等最隆重的祭祀，盗窃
大祀时供神所用之物即构成此罪，供在神
像前的祭品被盗窃的，也列入此罪；“乘舆”
指皇帝乘坐的车舆，皇帝以天下为家，乘舆
巡视，人们不敢言说皇帝的尊号，于是用
“乘舆”指代皇帝，盗窃皇帝衣食住行所使
用的各种物品的，列入此罪。对这宗罪的
惩罚是：流放二千五百里。
二、盗及伪造御宝：御宝即御玺。盗窃

皇帝本人和三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御玺的，处以绞刑；伪造皇帝御玺的，处以
斩刑，伪造三后御玺的，处以绞刑。
三、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

给皇帝配制的御药，虽然根据御医所开的
正式药方，但是配制过程中发生了差错，或
者依照药方正确地配制完毕，但是药上的
封题标签有误，比如把“丸”写成“散”，把
“冷”写成“热”等，都要处以绞刑。

四、若造御膳，误犯食禁：皇帝的御膳都
要按照《食经》中的规定来制作，《食经》中列
明了各种禁忌，一旦违犯，就叫做“犯食
禁”。比如干肉不能混入黍米之中，苋菜不
能和鳖肉搭配，若有违犯，主食官处以绞刑；
比如食物中混有污秽之物，主食官徒二年，
“徒”是服劳役之刑；比如主食官在皇帝食用
之前没有品尝饭菜，则杖一百，等等。
五、御幸舟船，误不牢固：皇帝所乘的舟

船，造得不牢固，导致败坏的，工匠处以绞
刑；对皇帝所乘的舟船不及时维修，船篙、棹
等必备之物缺少的，徒二年。
六、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

而无人臣之礼：有怨恨情绪，因而指斥、诽谤
皇帝，情理上有很大危害的，处以斩刑；对抗
皇帝派出的专门使节，抵触抗拒因而缺少臣
子礼节的，处以绞刑。
这就是唐代“大不敬”之罪的全部内容，

后代沿用，虽略有差异，但都大同小异。

能臣治河 惠及千秋
郑学富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天下长河》，以康熙朝的黄
河治理工程为线索，讲述了为治愈黄河水患，靳辅、
陈潢志同道合、齐心协力治理黄河的故事。历史上
二人确实是治河名臣，后者出谋划策，前者果敢实
施，留下了治黄史上的千古佳话。

安
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