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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也要
报告个人事项
■ 杨涌生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
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丰富的政治
制度，其中有许多对官员的管理制度，
包含了要求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
内容。

古代任官实行避亲制度，规定有嫡
系亲属关系及母家、妻家近亲关系者，
不能在一个官衙中任职，或不能在一
个地区的不同官衙中任主要官职；中
央高级官员的亲属不得在京都及附近
任府县官，职卑者要回避，改任他官，
以避免和防止官场中的徇私舞弊行为
发生。

宋代为避免违规和监督这些规定
的执行，规定在官员被任命时，个人都
要填一份称之为“射阙状”的表格，详细
说明自己在所任职衙门上下级关系中，
或与本衙门行政业务联系密切的有关
机构中有无要回避的亲属，保证“如后
异同，甘俟朝典”。此外还要有两名官
员作保，为其写出书面的“保官状”证
明。倘若官员“射阙状”故意隐瞒真情，
一经查实，要受杖一百，予以惩罚；“保
官状”材料失实，作保官员也要受法规
处分。

古代实行丁忧之制，规定官员遇有
父母等尊长之丧，须暂离公职而在家服
丧守制。清代规定，官员家中有此类情
况，必须及时报告。官员匿丧不报的，
革职处理，不准援赦。呈报丁忧迟延
者，罚俸一年；漏报紧要字样者（如继
母、嫡母、生母、慈母之类，是否嫡长孙
之类，古代亲属称谓十分复杂，生母未
必是嫡母，而慈母则用于这种情况，即
妾所生之子丧母，其父令别妾抚育，则
此妾为此子之慈母），罚俸六个月。官
员也不能为了规避苦缺、远缺等目的捏
报丁忧，违者革职。闻丧不报，擅自离
任者，降二级调用。

古代对官员实行考课制度，依据法
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年限内，对各级
官吏进行考核。唐代规定，“凡应考之
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
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位九等考
第”。宋代规定，受考核的京朝官（京
官和升朝官的合称，宋代文臣通直郎
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文武官员总称
升朝官，通直郎、修武郎都为正八品
官）将本人考课期间的言行为政，进行
回顾与检讨，如犯有错误必须悉记，不
得规避漏写。负责考核的官员进行核
对，如发现有漏写，受考核的官员要受
相应处分。

古代的请假制度规定，官员不能正
常上下班或因公离境须请假报批。元
代规定官员有病有事不能上班，均需请
假。请假的报告称为“曹状”。如果未
上班又不报“曹状”，就要罚俸或给予行
政处分。清代规定官员必须居守岗位，
不得擅离职岗。各省官员因公离境必
须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若谎报公出离
境，会受相应之处分。官员必须正常朝
参（京官）或公座（外官），不得迟值或早
散。官员若有应早散值情况，应将具体
情况及缘由告知管门太监，管门太监随
时登记，以备查核，官员无故散值过早
者，罚俸六个月。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官员
的管理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制度，对官员
须报告的事项有明确规定，且规定的内
容较为具体详细，对执行的情况要进行
考核检查，对不遵守规定的还要给予相
应处罚，这对我们今天加强干部管理监
督有借鉴之处。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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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茂才

“装马匹”民俗巡游作为琼山府城的一
项传统民俗活动，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每年农历元宵节，是海口市琼山区府
城的传统“换花节”。所谓的换花节是由

“驳香”演变而成。“驳香”是千年府城流传
下来的民俗民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
增加，在众人群中手握香火存在极大的安
全隐患。自1986年春节以来，在地方政府
的大力推动下，“驳香”改为“换花”，因此元
宵节也叫“换花节”。这种欢度元宵的方式
最早起源于唐代贞观年间，宋元时期一直
盛行。琼山府城作为原琼州府治所，每年

“元宵节”都要举行灯会。每年元宵节下
午，“驳香”即“换花”活动重头戏之一的“装
马匹”会在府城街头与民众见面，也是当地
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

古时候的“装马匹”只是由人骑着大马
扮演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行巡游，如今演变
为由彩旗、舞狮、马匹与腰鼓四支队伍组
成。在群众扮演的人物中，既有丘濬、海瑞

等海南历史人物，也有铁拐李、汉钟离等八
仙以及七仙女等传说中的神仙人物。

丘濬、海瑞都是府城金花村人，被称作
“海南双壁”，之所以纪念他们，意在鼓励后
人继承丘濬风范、发扬海瑞精神。

“装马匹”队伍，浩浩荡荡，服装新颖，
人物众多，威严毅勇，恬淡匀宁，一城春色
半城景。每当队伍从府城主要街道一路巡
游，与沿街群众共同欢度元宵佳节，观赏

“装马匹”巡游的群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琼山具有上千年历史。唐虞三代，海南

岛属于“百越之地”，被称为“南服荒缴”。汉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岛设
珠崖、儋耳二郡，珠崖郡治所就位于现在的
琼山区。在唐代元宵，就有古诗记载关于灯
火盛况与游乐场景，“装马匹”的雏形始于
此。古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
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
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宋朝以后，府城是全海南岛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在“海南卫城池”内，亭、台、
楼、阁星罗棋布。宋代词人辛弃疾在《青玉

案·元夕》中生动地描绘了元宵之夜的盛
况，“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
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装马匹”发展到宋代，被称之为

“宝马”，其豪华程度可见一斑。据考证，每
当元宵节来临的时候，在府城地区，一些上
年纪的当地人会化装成古代戏剧中人物骑
马巡游、拜年，祈福求平安，一是寓意驱邪
扬善，祷告先人保佑；二是显示本地区的富
足，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如今这个传统习
俗延续下来，只是曾经的“马匹”被“三轮
车”取而代之。

往事越千年。为纪念琼山先贤海瑞
而命名的忠介路，是府城古今商业集市，
人流集中，居民点密布的主道，也成为“装
马匹”的主要巡游线路之一。如今，在琼
山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装马匹”
民间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地著名的
传统民俗节目之一和琼山区保护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每年吸引中
外游客数万人次前来观光旅游，“装马匹”
蜚声海内外。

话说府城“装马匹”

■ 雨清泽

读书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当然是开心快乐
啊！如果每次读书都要正襟危坐，不停地告诉自
己要学习了，这样心理上会有压力，不如轻松阅
读。就拿读《道德经》来说吧，还有个名字《老子》，
光这就吓倒了一批人，看看书名就觉得读不下去
了，“道德”还“经”，更别说翻开之后那些“天啊，道
啊”，完全不知作者所云。

让我们怀着八卦的心态去读读，说不定能看
下去呢。这本书完全不像《论语》记录孔子和他弟
子的言行琐事，这是老子的内心独白，是他写给当
时那个世界的情书，充满了他的爱与恨。

当时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多有战乱。“春秋无
义战”，各个小国家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
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全然不顾
百姓的死活。因此老子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地
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句话是他长久观察战争得出的结论。刍狗，祭
祀用的干草插出来的墓葬品，形状像狗一样。这
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清醒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
后来信仰道教的人都忙着“修道成仙，想要长生不
死”，有炼制丹药的、有进山修炼的。而聪明如老
子，他很早就知道“死而不亡者寿”，死去的人不被
遗忘才成为真正的“长寿”。

看过一部墨西哥关于亡灵节的电影《寻梦环游
记》，那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如果彻底被人遗忘，
那就是真正的死亡”。和老子的说法相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面对缤纷
五彩的外界，老子似乎看得透彻，他告诉我们不要被
欲望所牵制。就像圣人那样，只关注民众的温饱，摒
弃耳目的奢望，保持生活的稳定。就像我们今天追
求的诗和远方，里面含有一样的淡泊与宁静。

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老子阐述的柔弱胜刚
强的道理。在《道德经》中，他提出“人之生也柔
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
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拿人和草
木的生死，来举了个例子，说明柔弱可以胜刚强。
虽然有时不全是这样，但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
其未兆。”世上的众人都兴高采烈就像要去参加大
宴会，又如春日登台心旷神怡纷纷，而我却独自漂
泊，不知向何处去。这是他一个人的孤独寂寞冷。

走到人生尽头，一个叫老子的智者决定去死，
临死之前，他把生前的感悟，凝结成书，想留给懂
他的人，他微笑着告诉后来的智者，面对世上的一
些事情“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如果司马光泉下有
知，看到一千年前他所
为大宋做的一切都早已
被人淡忘，使他名扬百
世的竟然是一口缸，恐
怕连他自己都会哑然失
笑。这位享寿66载的
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
家将一生的抱负写进了
那部史学巨作《资治通
鉴》中，却没想到历史给
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不
过，置身政坛，千古功过
任人评说，多少人来了
又走，所谓功名也只不
过为王侯家锦上添花而
已；但是砸缸救友的英
雄少年，遍翻青史恐怕
也只有司马光一个。砸
缸，这一英勇的行为早
已融进了中华民族的精
神深处，激励着孩子们
的成长，为民族的血液
中注入了责任和担当。

砸缸的真相

1019年，河南信阳光山县令司马池喜
得一子，由于自己时任光山县令，司马池就
为其取名曰“光”。司马一门，原是魏晋时
期“司马八达”之一司马孚的后人，世居山
西涑水，却阴差阳错地因为河南光山扬
名。不过，司马光并没有忘记他的故乡，逢
人总会谈起山西涑水，世称司马光为涑水
先生，而因着涑水先生，一众门人志同道
合，为往圣继绝学，又形成了一个“涑水学
派”，司马一族的文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说起少年司马光，“砸缸”是一个绕不
过的关键词，经常有好事者质疑司马光可
不可能砸缸、砸不砸得动缸、砸的是什么
缸，甚至还有人为此进行了严肃的考证：有
文物专家认为，宋代造缸技术还不成熟，司
马光是不可能接触到缸的；有考古专家却
发现了宋代缸的残片，认为司马光砸缸完
全是有可能的。

不过究其本源，司马光砸的可能真的
不是缸，而是瓮。

宋代有个诗僧，法名为惠洪，他曾经写
过一本名叫《冷斋夜话》的诗论著作，在当
时影响很大，在书中，惠洪不但评点诗作，
还多收录诗人轶事。在写到司马光的时
候，惠洪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温
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一儿偶堕瓮水中，群
儿哗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
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髫龀中。
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而《宋史》上
则记载得更为精炼：“群儿戏与庭，一儿登
瓮，足跌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
之，水迸，儿得活。后京洛间画以为图。”可
见，司马光“砸瓮”这个故事应该是确有其
事，而司马光的机智也在当时就成了家长
们教育孩子的绝佳范例，家长们将印有司
马光砸瓮的图画买回家，司马光成了“别人
家的孩子”，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的羡慕和
效仿。至于“瓮”怎么变成“缸”的，这可能
就完全是因为读起来顺口，谁让他的名字
叫司马光呢？司马光砸缸显然要比司马光
砸瓮要好听很多。

其实，司马光砸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的勇敢和机智。砸缸这一事件对
于少年司马光来说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后
来文质彬彬的治国能臣在少年时代允文允
武，十二岁那年，司马光随着家人由河南前
往四川广元，都说蜀道难，朝避猛虎夕避长
蛇，这一次，还真让司马家遇到长蛇了。全
家人手足无措之时，司马光抽出利剑，扎在
蛇身上，将蛇打落山崖之下。秦汉时有五
丁斩蛇开山的故事，而司马光作为一名十

多岁的少年，以一己之力搏斗长蛇，恐怕要
比那开山的五丁还要英勇呢。

天地大文《资治通鉴》

说起二十四史，恐怕每个人都不会陌
生，它厚重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而
在这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一部史书是历代
王侯将相治国理政所必备的，这就是司马
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与二十四史以“书”“史”命名不同，《资
治通鉴》这个名字意味更加深远，这四个字
是由宋神宗亲自敲定的，取其“鉴于往事，
有资于治道”的意思，常言道“以史为鉴，可
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也就是
说，宋神宗当初安排司马光主持编纂这部
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铸造一面镜子，
从中体悟治国理政的道理。显然，司马光
的工作是卓越的，一部《资治通鉴》，成为了
流芳千古的传世之作，后人盛誉其为“自有
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此天地间必
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并认
为无论是君臣，都应该熟读这部著作：“为
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
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
《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梁启
超对其评价更是可以被称作是空前绝后：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
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
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
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毛主席对这
部书也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竟达十余遍
之多。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
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北征，凡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可谓是浩
浩荡荡，卷帙繁多，为了编撰这部著作，司
马光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时间。《资治通鉴》
与以纪传体为主的二十四史不同，它的体
例主要是编年。它不再是就事说事、就人
说人的讲故事，而是将一件事情的前因后
果、来龙去脉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
读后不但了解了历史事件是怎么回事，更
弄明白了它的起因、经过、结果乃至余波。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夹叙夹议，将自己
有关政治的见解写在了对历史的梳理中，
司马光执政讲究儒家的“礼”，也就是名分，
他敏锐地察觉到三家分晋这一事件对于周
礼的破坏性，便将其定为这部书的开端；而
后周世宗北征征的是契丹，收复雄州则意
味着礼的恢复，故而，司马光将其作为著作
的结束。司马光一生追求“礼”，并将“礼”
看作是大宋江山的基础，这部书其实正是
司马光一生政治见解的集中体现。

司马光为了《资治通鉴》耗尽了精力，
在全书末尾，他写道：“臣今赅骨癯瘁，目视
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
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部巨著里
每一个字不只是由浓墨写就，还饱沾着司
马光心血以及对国家的热忱。

与苏轼、王安石的友谊

古人讲究“生前身后名”，对那些从小
浸染在文山墨海中的政治人物们来说更是
如此，而司马光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
其成就和待遇都令千古文人羡慕不已。

司马光幼时既有“神童”美誉，未满二
十岁即考取进士，从此一路平步青云，历经
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直做到尚书
左仆射、龙图阁直学士。去世后，朝廷鉴于
其编撰《资治通鉴》，追赠其太师、温国公，
并许其从祀于孔庙，康熙年间，又许其与历
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这对于传
统文人来说，是极为尊贵的荣耀了。不仅
如此，对司马光，朝廷赐其谥号曰“文正”，
从谥法来讲，“文”乃是“经天纬地，刚柔相
济”，“正”乃是“内外宾服”，皆是极上品的
称号，这不仅是对司马光功绩的肯定，更是
对他人格的赞美。

大宋到了神宗一朝，可以说是高手云
集，司马光自不用说，苏轼、王安石等人也
都是万古扬名的名臣或者大文学家，但是，
这些人聚在一起却未必那么团结。起初，
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三人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毕竟置身官场，又都是有着极强政治
抱负的不世之材，都说一山难容二虎，三人
同朝更是免不了争执，于是，同是出于对赵
氏天下的责任感，三位好友一时间竟成了
水火不容之势，乃至分道扬镳。司马光守
旧、王安石革新，苏东坡徘徊在新旧之间，
于是，三人总是在误会之间分分合合，离多
聚少。

1086年夏天，当司马光得知曾经的好
友、曾经的政敌、曾经将其从政治舞台上逼
走十多年的王安石病逝，他回想起了自己
的过去，惆怅不已。此时，王安石的新政已
被重新登上政坛的司马光亲手废除，当世
人皆以为司马光会对王安石的一生进行苛
刻的评点之时，他却说“不可毁之太过”，的
确，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政治见解的
不同都是为了国家的昌盛、百姓的安康，这
就是君子之交，惟德是论、无偏无党，就凭
着这六个字，司马光就配得上“文正”的谥
号，也称得上是千古名臣。

王安石去世不久，司马光也离开了人
间，也许在那边的世界，这两位旧时好友还
能把酒言欢，言笑晏晏。

趣读《道德经》

风
土
志

读
史
侧
翼

学
林
一
叶

史
话
春
秋

《岁朝图》（《岁供图》）始于唐代，起先不过是一些仕绅、文人在大年初一将金石、书画、古董等雅玩之物精心摆设于
临窗的案几上，渐渐地也将这些物品勾染成画挂壁，意在祈福纳祥。

江寒汀（1903年—1963年），近现代画家。传世作品有《百卉册》《百兽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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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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