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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张氏
家族诗书门第的传承正蕴含着深厚的
德孝文化。

17岁时，张岳崧还在定安县求
学，为之后的考试做准备时，其母周
氏一病不起。张岳崧为了照顾母亲
日夜操劳，丝毫不怠慢，长年累月，
张岳崧不仅磨出了一手老茧，自己

也感染了呼吸道上的疾病。在母亲
去世之后，悲痛的他还要在村中开
馆教书贴补家用。

嘉庆十六年（1811）张岳崧参加了
例行的翰林院庶常肄业考试。考试过
后其心里挂念老父亲，想到自己在京
多年却从未返乡，便以父亲八十大寿
为由请假南归，回乡为父亲祝寿。当

他再次踏进高林村见到老父亲时，张
岳崧激动落泪。然而，正是在其停留
期间，嘉庆十八年（1813）正月，父亲突
然因病去世，张岳崧不得不继续待在
家里守制三年。根据清朝的礼制，守
制满二十七个月即可当三年。期间，
应乡亲家人邀请，为张氏修订族谱，撰
写《张氏族谱序》。

在修订族谱时，张岳崧还精心拟
定《家训十则》，“略举十事，原本五
常，既用自箴，亦以共勉”。《家训十
则》内容包括《官箴》《民则》《劝孝》
等，体现了张岳崧重视教育对家庭的
影响，从家庭内的个人行为，到对外
交往为官方面列下守则，将好的家风
传承下去。

阶前唐棣争荣茂 拐下兰芝竞秀香
——“海南科举第一人”张岳崧诗书门第传德孝

■ 本报特约撰稿 张昌赋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高林村村后的
山岭上，有条北向的官道，是当年张岳
崧高中“探花”骑马回乡经过的小道，
因张岳崧和村人多学优而仕，后人便
继续用青石板铺设完善，足有数里之
长，并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人们不禁
要问，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郎张岳
崧“官道”有何借鉴？

科考风俗代代传承的“重教”家
族，是张岳崧成才为官的土壤。“由宋
而元而明七百载孝友家风尚冀炽昌光
盛世；自闽而琼而定二十传诗书门第
敢云阀阅启高林。”这是张岳崧手撰悬
挂在张氏宗祠里的对联。《琼州府志》
曾记载张岳崧之父张基伟对于儿子们
教育的用心：“敦笃持躬，友爱诸弟，平
生不出一欺人语，不作一亏心事。乡
里矜式，教子义方。”

诚正操守的“本理德义”，是张岳

崧为官亲民的品质。张岳崧时刻心
怀“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谦诚态
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可谓为官“本理德
义”之至：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
一方；之理在于讲奉献；之德在于清
廉；之义在于明法。此一品质何来？
缘于张岳崧生长在一个“耕读传家”
诗书门第。张岳崧既不是读过书的
农庄主或较富裕的自耕农，也不是有
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的隐
士，而是这样一个朝廷官员：他饱读
儒家经典，却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
非孔子周游列国时老农所指的“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孟子“劳心者治
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辈，而是身为
朝中官员博古知今，深明“为政必先

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致良
知”的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他深明
《家训垂劝》（震蕃撰，《张氏族谱·家
训·序言》）“事有一二人为之创，而
化于一族之中。教有传于十数世之
前，而风于数十代之后者，风俗是
也。故仁里为美，智者择之居。今日
而欲还醇于古，则家法不可不严
也”，他践行王阳明的“致良知”（“致
知”和“实行”），没有标榜“书香门
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爱
民如子，执法如山。

在殿试中嘉庆皇帝提出：对《周
易》的见解，对《礼仪》的看法，用人之
道和储贮之法四条制策。张岳崧在保
和殿殿试闭卷一天的《殿试对制策文》
里，引经据典，“《周易正义》取之《诗》

首‘二南’，皆文王之化。然《诗·谱》以
‘周、召’分圣贤，所谓圣人治其难，贤
人治其易耳。”“皇上示义利之衡，重清
廉之选，服古入官者，可不争自濯磨
乎？”“仓廪之谋，厚民生即以正民德。
士传经学，家习礼仪，官有慈惠之师，
农 乐 盈 宁 之 庆 ，共 祝 圣 寿 之 无
疆！”……他稽古论今，从容应对，以殿
试第三名中探花就见其初涉政坛的思
想端倪。

张岳崧历任要职，勤政廉政。他
把《官箴》列为族谱十则家训之首。内
容饱含“读圣贤书，任国家事，全力服
务社会，身受父母教养恩惠而回报社
会，恭敬地做好自己供奉的职务”“清
廉、谨慎、勤奋的当官条件；才能、智
慧、勇敢的政务资格”“官民地位去尊

卑观，子女般对待平民”以及“节俭保
廉，时记贫寒”等“为官”思想。定安县
儒学教谕宋夏在《前湖北布政使张岳
崧崇祀乡贤实录》中称，张岳崧“仕官
数十年未尝增置产业，敝庐数椽足蔽
风雨而已。”他的儿子张钟彦也在《澥
山公行述》中称，张岳崧“归田后未尝
增置产业，敝庐数椽，仅蔽风雨，取容
膝可安之义，颜以‘容安山馆’。”

试答张岳崧“官道”，不可不究何以
成才、何以为官、何以为人？不难明白：
百载孝友家风、廿传诗书门第的“耕读
文化”是其成才之“才道”；“诚正操守，
克绍先民”是其为官之“官道”；“嘉言懿
行，资坊表之乡邦”，“茂德清操，树仪型
于名教”是其为人之“人道”。张岳崧此

“三道”总有“诉不完的思念，道不尽的
衷肠”，亦南溟之“奇特”唉。

（本文作者为张岳崧后人，海口市
教育研究培训院高级讲师，海南省张
岳崧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家训十则》
之《官箴》解读

读圣贤书，任国家事，一命亦堪济物，大官岂
以庇身？既教养之恩，受诸朝典，况忠爱之义，得
自性生。凡内外之攸司，胥恪供其职份。八柄以
驭荣辱，一皆君恩；六计尚廉操守，先乎臣节。苟
簠簋不饰，既蠹国而病民。况贪赂有条，将殒身而
辱族。清、慎、勤，入官之本；才、智、勇，应务之
资。勿徇私而误公，勿见利而忘害，勿偏执一已之
见，勿信僚友之言，勿听僮仆而骄纵为奸，勿信役
胥而骚扰为害。事上惟敬，勿谄谀以取荣。接下
思恭，勿凌傲以肆志。勿视其位如旅舍，虽一日亦
我官常。勿谓其职有尊卑，虽一民皆我赤子。刑
可除暴，明断以济仁慈。俭可助廉，用度毋忘寒
素。略举梗概，推广设施，励循良以报国恩，建勋
名而光族党。

——《官箴》
《官箴》为张岳崧制定《家训十条》之首篇，该篇

既表达了张岳崧对族人的勉励，又是他为官的标
准。可以说，张岳崧一生对《官箴》中所提到的主要
内容身心践行，是对其为官一生的忠实写照。

《官箴》释义：读圣贤书，任国家事，当一个小
官也应该全力服务社会，当大官怎么能只顾自
身？既然自己身受父母教养的恩惠，就应该回报
社会，更何况忠君爱民的道理，是天性生成的。
凡份内份外所管的事，都要恭敬地做好自己供奉
的职务。“八柄”（古代君王驾驭臣下的八种手段，
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是辨明自己得到
荣誉和耻辱的标准，这些都是君王的恩典。“六
计”（古代考察官员的六项标准）最看重的是廉洁
的操守，比当臣下的气节更重要。如果“簠簋不
饰”（簠簋，祭器名；不饰，不整齐；喻为官不廉
洁），既腐蚀国家又残害百姓，何况贪污和受贿有
惩罚的法律条文，受惩罚不但自己性命不保还使
家族受耻辱。清廉、谨慎、勤奋，是当官的基本条
件；才能、智慧、勇敢，是对付政务的基本资格。
不要徇私情而误公务，不要看到利益就忘记危
害，不要偏执于自己个人的见解，不要轻信幕僚
和亲友的话，不要听任僮仆骄纵而作奸犯科，不要
轻信衙役胥吏而骚扰地方危害百姓。对待上司应
该恭敬，不要靠谄媚阿谀来换取荣誉；接待下属应
该谦恭，不要盛气凌人骄傲肆意。不要将自己的
官位看作是旅舍，虽然在官一日也是自己的职
责。不要认为官民地位有尊卑不同，虽然是一介
平民也要当作自己的子女对待。刑罚可以铲除暴
虐，明白断案可以仁慈地对待百姓。节俭可以保
持清廉，花费不要忘记贫寒时候。大略列举梗概，
可以继续扩展。目的在于勉励族人当循良官吏报
答国家，建立勋名为宗族乡党争光。

《官箴》既是张岳崧对族人的勉励，也是他任官
的标准。可以说，张岳崧一生对《官箴》中所提到的
主要内容身心践行，此家训十条之一是对他一生为
官的写照。

（文字整理尤梦瑜 张昌赋）

张岳崧为官的“清正廉明”

绝代探花郎，诗书显德
义。在清代 267 年科举史
上，他是海南唯一一位考中
一甲的举子。他工书能画，
被世人誉为“写绝”，与“读
绝”丘濬、“忠绝”海瑞、“吟
绝”王佐齐称为“琼州四大才
子”。

张岳崧（1773 年—1842
年），字子骏，又字翰山、澥
山，号觉庵、指山；广东琼州
府定安县（今海南定安龙湖
镇）高林村人。张岳崧自幼
聪颖，嘉庆己巳年（1809 年）
举人，十四年一甲第三名及
第，官至湖北布政使（从二
品）护理巡抚，为广东四大
书家之一。

张岳崧在任时整饬吏治，
兴修水利，提倡实学，倡导并
协助林则徐禁鸦片；注重教
育，主讲多家书院，对广东、海
南教育贡献影响深远。他四
次受到皇帝召见，主持编纂
《琼州府志》。张岳崧擅长书
画，也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

为学、为官、为人，一个
“学”字伴随张岳崧一生。而
这其中，张氏家族以学为重、
尊尚学问的家风对其一生成
就功不可没。在如此家风浸
润之下，虽张岳崧以“绝代探
花郎”独领风骚，但张家也绝
不是仅出落了张岳崧一人。
张氏良好的家风也为今日为
官者、为学者提供了可鉴之
处。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张
基伟的妻子周氏在定安高林村诞下次
子张岳崧。张岳崧自小就显露出其在
学习上的天赋异禀。五岁时，父亲口
授经书，只需讲授一遍，张岳崧便牢记
脑中，七八岁时便可在叔父们面前背
诵《项羽本纪》。

张岳崧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张基
伟为生计外出奔波，但即便是在“温
饱”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张基伟还是
坚持将十岁大的张岳崧送去几十里外
的琼山拜师学习。天赋加之刻苦，张
岳崧的才华在他的学业上尽显，12岁
应童子试，16岁时便入了县学，随后和
兄长张岳元同时在县试中考中秀才。

大才子声名远扬，29岁的张岳崧
被选录为优贡生上羊城参加乡试，拥
有了入京到国子监求学的资格。原计
划当年5月前至京师礼部报名，参加6
月礼部在保和殿的朝考，但一来从海

南岛跨过琼州海峡来到广州，路途的
艰辛已让身子本就虚弱的张岳崧有些

“吃不消”，二来想到家乡老弱的父母，
他根本不忍心向他们要进京盘缠，在
广东学政万承风的建议下，张岳崧选
择在闻名遐迩的粤秀书院深造。

良师益友的交往，史书典籍的苦
读，3年的书院深造让张岳崧在学业
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嘉庆九年（1804）
8月，32岁的张岳崧在乡试中中举。
当他将这一消息告知父亲时，年迈的
父亲只劝他心无杂念读书赶考。承
载着这份寄托，张岳崧顺利抵京，但
世事难料，这个在学问上一直学而有
道的优等生却在嘉庆十年（1805）乙
丑科、十三年（1808）戊辰科两次落
榜。家人的期盼与父亲的鼓励一直
支撑着张岳崧留在京城。他利用做
私塾先生的机会广泛阅读，文章、书
法都愈加精深。

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帝在其
50大寿之际特开恩科取士，这一次，
37岁的张岳崧不负期许，一举考中第
一甲三名，人生仕途由此展开。

了解张氏家族的历史，不难发现，
张岳崧的成就不仅是“天资聪颖”这样
的“偶然”，崇尚学习的家风传承促其
成为“探花”铺就了“必然”。事实上，
据张岳崧后人、现居高林村的张党权
介绍，在张岳崧前面3代里，张家就已
经出了8个秀才。

张氏自十九世远祖宋代张有文被
授任琼山县令，从福建莆田搬来琼山
府城甘蔗园村以来，世代绵延800余
年。张岳崧先祖张宏范、叔祖张宏笏
迫于生计迁往高林村，兄弟俩耕读传
家，双双考上秀才。张岳崧父亲张基
伟（武痒生）同样爱好读书学习，写得
一手好字。

走进高林村里的张氏宗祠，一块

朱红底色牌匾上题写着“进士”二字，
这块牌匾正是后来张岳崧的次子张钟
彦在道光乙巳年考中进士所立。青山
绿水，钟灵毓秀，生活在乡间村落的张
家耕读文化代代相传，重视教育成为
了家中不变的传统。张岳崧在高林村
的故居分为上衙和下衙，在其上衙中，
有一株由张岳崧亲自种下的含笑花，
绿叶葱葱，生机勃勃。张岳崧种下它
就是为了告诫家中子孙，读书人要微
笑有礼，对人谦虚。

如此家风成就二十世诗书门第，
张岳崧亲撰对联“由宋而元而明七百
载孝友家风尚冀炽昌光盛世；自闽而
琼而定二十传诗书门第敢云阀阅启高
林”这幅对联镌刻在桄榔木上，由张岳
崧亲手悬挂在张氏宗祠内。“孝友家
风”，指的是周朝张仲的故事。张仲为
周宣王的卿士，是正史记载第一个张姓
的人，以敬孝父母友善兄弟著称。

“相比明代海瑞为官‘清廉刚正’
之极，清代张岳崧则为官‘本理德义’、
才华‘岭南奇才’、为人‘品行高雅’”，
张岳崧后人、文化学者张昌赋曾在他
的文章中写道。

对于张岳崧的一生，《前湖北布
政使张岳崧崇祀乡贤实录》对其学问
及美德褒扬称：张岳崧“学允儒宗，行
为士表，谊笃伦常，孝友夙敦，至性功
深，诚正操守，克绍先民。……嘉言
懿行，资坊表之乡邦；茂德清操，树仪
型于名教。”

回顾其一生，他的为官之路与他
的“学”密不可分。在中得探花后，张

岳崧就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道光二
年（1822）道光帝指派张岳崧主考四川
乡试，在此期间张岳崧公正严谨，为国
选才，道光帝随后便命他为陕甘学政，
负责教育工作。张岳崧在西北一干就
是三年，期间其兴办学校，培养士子。
当时的张岳崧俸禄并不高，但他却为
了办学贴补自己的收入，自费资助学
生们读书。当他卸任时，乡亲百姓聚
在街头为他送行。

道光十一年（1831）张岳崧赴江苏
任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治理常州与
镇江的水患。他时常前往一线，与当
地百姓共同生活，常握着他们的手为

大家鼓劲。正是因为这次治水有功，
赢得民心，三年多后，张岳崧被道光帝
任命为湖北布政使，负责当地的重要
政务。

道光年间，浙江一带盐务口吏治
腐败、军船私带严重，导致了盐税收入
下降。道光帝派稳重清廉的张岳崧出
任两浙盐运使，整顿盐务。走马上任
后，张岳崧号召各级官员做到“洁己励
俗，裁共亿，革奢习，讲缉私畅引之方，
以振商力而清帑项”，要求官员首先自
身要廉洁。在张岳崧整顿下，短短数
月盐务的风气就有了很大改善，饷银
也筹措到位。

然而，曾处多个要职的张岳崧对
自己的生活却没有过高的要求，为官
数十年来不曾增置一分田产，家中仅
有几间简陋屋子。在张看来，房屋“仅
避风雨，容膝可安”而已，无需豪华。
定安县儒学教谕宋夏在《前湖北布政
使张岳崧崇祀乡贤实录》中称，张岳崧

“仕官数十年未尝增置产业，敝庐数椽
足蔽风雨而已。”

在今天的高林村张岳崧故居中，
传说有一根由他本人亲立的“耕读
柱”，也有人说是“悔过柱”，以此用来
告诫后人世家不忘耕读，提醒自己自
省为官之道。

良好家风成就诗书门第

清廉为民赢得百姓称赞

传承德孝拟定《家训十则》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谭龙圆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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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的张岳崧故里，修缮后吸引了不少游客探访。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高林祠堂。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张岳崧于道光元年题写的金字牌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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