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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初冬的海口清晨晴空日暖，清风
徐来，漫步在位于府城的海瑞故居，
喧嚣闹市中得一处清净。时光的苔
藓早已爬满历史的青砖灰瓦上，海青
天的家国深情与浩然正气依然在四
百多年后的琼州涤荡。

起海隅，处下位，而以其身砥柱
天下。明代著名政治家海瑞，字汝
贤，号刚峰，琼州府城朱桔里海宅塘
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金花村）
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以为
政清廉、刚直不阿著称于世，被后人
誉为“海青天”“南包公”。

海瑞始祖海俅原籍福建，南宋
时迁至广东。海俅重孙海逊子在明

初任广州卫指挥，隶属于番禺。其
子海答儿于洪武十六年从军到海
南，定居琼山。海答儿的儿子海宽，
中举后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有子
侄海澄、海澜、海翰、海鹏、海迈五
人，其中海澄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
其他还有三人中过举人。海瑞的父
亲海瀚只是个廪生（享受政府膳食
补助的在学生员）。

海瑞出生后家境不好，四岁时，
父亲离世，他便与母亲相依为命。

少年时期的海瑞天资聪颖，勤奋
好学，更为自己立下了“读圣贤书，干
国家事”的人生大志。如今，走在海
瑞故居的书斋中，人们可以看到海瑞
亲笔书写的这八字书法作品的复印
件。从精妙笔墨之间领略一代清官

的博大胸怀。
嘉靖二十八年，36岁的海瑞参

加乡试，以一篇《治黎策》对答，成为
举人。嘉靖二十九年及三十二年，海
瑞先后两次赴京会试，都名落孙山。
直至40岁，他谒选时补任福建延平
府南平县儒学教谕，由此开启官宦仕
途。后历任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
户部云南主事、兵部武库司主事、应
天巡抚、吏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等职，官至从二品。为官二十
余载，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
万历四朝。

曾来海南参加纪念海瑞诞辰50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著名明史专家南炳
文评价到：“海瑞极为突出的一点，是
孜孜不倦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为后

人树立了难得的榜样。”他表示，海瑞
在投入国家政治生活39年间，一直从
事兴利除弊的改革活动，涉及领域亦
非常广泛，包括朝政革新、吏治整顿、
土地清丈、赋役征收、教育改革、军队
整合，以及应付社会危机、促进民族融
合、力求司法公正等。“海瑞的全部政
治生活都在改革，是名副其实的改革
家。”南炳文表示。

南炳文说，海瑞的改革不仅内
容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且具有难能
可贵的诸多亮点，包括主攻方向突
出正确，办事作风深入扎实，各项规
定明晰公开，推行态度坚决彻底，严
于律己以身作则，崇尚信念强力支
撑。“历史上的改革与今天的改革虽
背景、内容、性质和发展水平都不

同，但都是兴利除弊的进步事业。
以海瑞廉政精神为师，对今天改革
事业的顺利进行有不可忽视的启迪
之益和历史价值。”

在海南大学历史学教授阎根齐
看来，海瑞的人格力量对海南作出了
贡献。明朝是海南历史上的辉煌时
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
空前繁荣。海南热土哺育了众多学
子在朝中或祖国各地任高官，这些海
南籍官员们情系海南，关心和支持家
乡建设，助推海南发展，走向良性循
环。海瑞离乡做官以后，一直牵挂着
家乡海南的建设与发展，尤其是他被
赶下台，在琼山闲居的十六年里，仍
赤心不忘家乡的建设事业，帮助官府
实践他的清丈、均徭、一条鞭法等措

施，帮助乡民开沟挖渠，扶危济贫，做
了许多有益于乡里的好事，这也是四
百多年来，家乡人念念不忘海瑞历史
功绩的一个主要原因。

海瑞作为来自海南的一代清官，
如今也已成为海南的一张地方文化
名片。人们用各种方式在纪念并思
考着这一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除
了将海瑞故居等地打造为廉洁文化
教育基地，文化界人士也在用图书、
琼剧等多种方式讲述其生平事迹，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探析人物当代内
涵，生动呈现一个更加饱满的清官形
象。大浪淘沙，经历过历史岁月的沉
淀，历久弥坚的品格与信念在今时今
日更显可贵光彩。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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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廉吏万古留芳

海瑞故事
撷英

隆庆六年，朱载垕皇帝病逝，明神宗朱翊
钧继位后，于万历十三年起用已72岁高龄的
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升任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

古稀之年的海瑞于万历十三年二月二十
八日由琼山来到海口镇，乘船横渡海峡。路
费有限，千里之路，海瑞能简就简。此时他的
母亲、妻妾均已过世，他只雇一辆车装载行李
和乘坐，一个小童在前面牵着驴，连马都没有
要，家里的仆人则跟在车后徒步而行。

海瑞此时已是皇帝下旨任命的官员，按
照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凡经过一处，给当地
打声招呼就能享受“接待”。但海瑞一生清
廉，即便已是古稀也依旧保持晚节。

辗转陆路与水路，到了五月四日，海瑞终
于到达南京郊外的上新河。新官上任，海瑞也
要以崭新的形象亮相，可刚刚到上新河时，他
穿的还是在海南岛上日常穿的破旧衣服，打开
行李，也难觅一件像样衣服。如此，他才就近
找了裁缝店，做了一套新的官服，到南京赴任。

海瑞第一天到南京上班，就给皇帝呈上
了一道奏疏，向皇帝表明自己的赤胆忠心，同
时表示“衰老垂死，愿比古人尸谏之义”，大意
就是，自己虽已是老朽将死之人，也要像商朝
的比干那样，以死相谏。

再回应天府，城中有不少海瑞的老同事、老
朋友，加上海瑞的工作是南京吏部“管官”的，因
此他一上任，就收到了不少邀约，有接风洗尘
的，有表示祝贺的，同时还收到不少礼品。

面对此情此景，海瑞也下定了决心要改
一改这些陋习。他先把各衙门和亲朋好友送
的礼物一一清点，然后写了一道《禁革积弊告

示》张贴在都察院大门前。
告示的大意是说，现在搞这些往来交际，

虚荣庸俗透顶。本吏部是尚书为主，他作侍郎
是辅助尚书的，而当时的邱橓尚未到任，他“做
一日官，尽一日职，故不自嫌疑，突此严示”。

退还礼物，海瑞也费了一番心思，例如送
礼者中的贺澹庵曾做过琼州府知府，为琼州
百姓做了不少事情。海瑞客客气气地回信一
封，在肯定了贺的功绩之后，告诉他“你我之
间，不分彼此”，日后如果收到了退回的礼品
也请不要惊讶。

海瑞担任吏部长官时，还为百姓办了一
件大事，就是禁止用官府“票子”抢购民物。
当时，南京的各个衙门开张类似于今天的白
条或购物券就可以到街上的商铺里强买强卖
或者随意拿东西，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海
瑞让人对当时南京城里三条街道清查了一
下，单出自兵马司的票子就查出了八十九张，
还有其他各衙门的票子二百二十张。

知道了这白条数量后，海瑞十分震惊，立
即在《禁革积弊告示》中明令禁止了如此行
为。他说，各衙门都有官定的差役，除吏部有
新的规定，否则不得再有所增加，用票子去抢
购老百姓的东西。

海瑞这些惩治贪腐的举措固然要遭到贪
官污吏们的抵制。时间一久，海瑞深感大明
这部机器已是千疮百孔，加上年迈体弱，故七
次上疏，乞归故里，颐度残年，然朝廷不允。
万历十五年十月，海瑞病重，不久卒于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朝廷赠太
子少保，谥号忠介。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隆庆三年，海瑞升任应天巡抚。
在其任内，海瑞兴利除弊，整治吏治，
平反冤狱，推行以工代赈之法，主持疏
浚了吴淞江、白茆河，“活饥民十三万，
垦江河两岸熟田40万亩”。海瑞还针
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和
土地兼并严重等现象，积极推行“一条
鞭法”，大力推行土地清丈等政策。

“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最
初在嘉靖年间，由浙江巡按御史庞尚
鹏实行过，但并未在全国造成太大影
响。海瑞认真研究了此法的诸多优
点，到任应天巡抚后，就全面推广。后
来，明朝改革家张居正也在全国大力
推广这一赋税政策。

海瑞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推
行“一条鞭法”以前，田赋主要是夏税
和秋粮税。当时，各府州县在具体收
取额税时都巧立名目。海瑞推行的一
条鞭法则将赋税和徭役合二为一，以
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
差、里甲等编合为一，通什一省税赋，
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
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
故称“一条鞭法”。

新法颁布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得
到了实惠，他们从外地回到自己的农
田，靠耕田为生。但这却触犯了江南
大地主们的切身利益，也遭到了他们
的极力反对，这些人联合起来指责、诬
陷海瑞，致使隆庆皇帝罢免了海瑞应
天巡抚的职务，令其回籍候听调用。

海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根齐、海口
海瑞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涛在二人
所著书籍《粤东正气——海瑞》中提到，
海瑞倾注了所有心血，甚至想用生命之
躯来扭转乾坤，荡除一切人间不平之
事，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使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却事与愿违；他只想到“有臣如
此，负国之罪，可胜言哉”，却没想到这
时的大明王朝，已像脱缰的野马，向着
衰败与腐朽的路上狂奔。凭着他一个
人的力量，凭着只有短短九个月时间，
是无济于事的，也是徒劳的。

海瑞在故乡一待就是十六年。居
家期间，他并没有因失去权力而消
沉。身处海岛，他依然心系国家大事，
还经常指导地方官员为官之道，支点
政令得失，大力推动地方清丈土地、修
筑水利、发展生产。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因治理兴国有功，升
任户部云南司主事。这仅是个六品官，类似
于今天的文秘，但毕竟是朝廷内官，更能让他
实现“干国家事”的远大抱负。

一入京城，海瑞才深深感受到官场上的
“暗流涌动”。事实上，他能够入京，正是因为
当时的朝中政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权独
揽、为害几十年的奸相严嵩已经在押待审，朝
内朝外数百名严嵩党羽被停职审查，此时朝
中急需一批与严嵩毫无瓜葛的能人才士补充
上岗。海瑞也因此得到推荐和提拔。

然而，到任没有多久，海瑞就看到了此时王
朝的“千疮百孔”。西北、东南沿海边关危机不
断，报至朝廷却无人理睬；黄河两岸、江南水乡
水灾旱灾接连而来，民不聊生，朝中却拿不出一
两银子。皇帝本人淫乱无度、无心朝政。

可海瑞只是个六品官，根本接触不到皇
帝。思来想去，最终海瑞决定以写奏疏的方式
向皇帝谏言。他埋头书写，日夜赶工，反复修
改，写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他将这封倾尽心
血的奏疏称为《治安疏》，称其为“直言天下第一
事”，因此，后世也称其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嘉靖四十四年，受人迷惑，误以为自己要

“成仙”的皇帝心情大喜，终于要上朝面见大
臣百官。海瑞也冒死递上《治安疏》，这个奏
疏指诉朝政得失，列举了皇帝一系列的不作
为，言语之刺耳让为皇帝读奏疏的太师徐阶
都要读一句磕一次头。在奏疏里，海瑞倒是
也为皇帝鼓劲，一振作而诸废俱兴。为显帝
王之胸怀，嘉靖皇帝听完奏疏后听从徐阶之
言，并没有赐死海瑞，但依旧令锦衣卫将其关
入大牢。随着明世宗驾崩，明穆宗继位，奉先
帝世宗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
言诸臣。一年之内，海瑞官连升四级。

历史上的“海瑞罢官”说的正是海瑞惩治
徐阶之子徐瑛和贪官污吏王明友的故事。徐
阶三子徐瑛不善读书，霸道横行，不仅强占土
地，还强占了民女赵小兰。赵小兰的母亲到
华亭县告状，谁知县令王明友贪污受贿，收了
徐瑛的金钱，不仅没有处理徐瑛强抢民女这
件事，反而杖责赵小兰的祖父，打死老人。时
任南直隶巡抚的海瑞微服出访，得知此事，查
明真相。海瑞料到徐阶定会干预，因此赶在
徐阶以奸计插手之前，先斩后奏，处死了徐
瑛、王明友。这次事件也让海瑞深感朝廷黑
暗腐败，愤而挂印辞官，还乡故里。

锐意改革 兴利除弊

今天，在海口海瑞故居的碑廊中，人
们能够看到多个依据海瑞书法作品所刻
的石碑。其中一块刻有一个“寿”字。海
瑞故居讲解员韩玉萍介绍，海瑞书写的
这个“寿”字，最大的特点就是若将其整
体上下颠倒，它依然是一个“寿”字。

这个“寿”字，是海瑞在其母亲七
十岁大寿时所书写。苍劲有力的“寿”
字饱含的不仅仅是海瑞的一片孝心，
更能让人们体会到一代清官的廉洁自
律与优良家风。

在淳安知县任上，海瑞迎来了母
亲七十大寿。许多同僚听到老太太要
过寿，都提前备好了贺礼，打算借此机
会向这位知县好好贺喜。谁知，母亲
大寿当日，海瑞却闭门谢客，他自己也
只为这大喜之日买了两斤猪肉。

担任淳安知县时，海瑞已为官数
年，但他全家却一直过着清贫日子。
平日里海瑞在衙署里开荒种地，家中
老小一共七口人，全家人吃自己种的
菜，鲜少吃肉，母亲过七十大寿，海瑞
才“大手笔”买了两斤猪肉。与此同
时，这位孝子一气呵成，写下了这个

“寿”字，送给母亲以贺大寿。
有官位，却无官气，为官以来，海

瑞出门从不骑马坐车，倒是经常骑驴
出行。明朝中后期，官吏腐败，凡京官

过境，县里都要奉送“常规银”。海瑞
本人也收到过“常规银”。起初，这些
送银子的官员见海瑞收了银两，心里
暗喜，以为又遇“同道中人”，可谁曾
想，海瑞却将这些送银子的人邀请至
府，把银子一分不差原路返还。

在淳安任知县时，海瑞也大大降
低了官员们的接待标准。上级官员
来，海瑞坚持不送“常规银”、不送礼，
当地官员赴外地也不得向老百姓以各
种“赋税”为由索要路费。

一次，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
过淳安县，埋怨驿站招待不周，向驿吏
发怒，甚至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听
闻后，不仅教训了其一顿，借总督巡查
时再三布告，要求地方不要铺张浪费，
把胡公子所带几千两银子充公交国
库，并写信说明情由，连人带行李送交
胡宗宪，胡宗宪愤愤不平，但又怕事情
闹大，只好忍气吞声作罢。

在海瑞任知县的第三年，都御史
鄢懋卿出巡两浙、两淮盐政，先下达公
文让下面一切从简，实际上一路贪污
勒索。过境淳安时，海瑞不仅提供的
酒饭十分简陋，还高声宣言县衙狭小
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心中恼
火，不过他早就听说过海瑞之名，也只
好收敛威风而离开。

严于律己 清廉俭朴

刚正不阿 直言敢谏

老骥伏枥 惩治腐败

海口市琼山区海瑞故居海口市琼山区海瑞故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茂张茂 摄摄

海瑞雕像。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