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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辈出，灿若星
辰。 曾国藩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通过
他， 我们可以看到湖湘人才是怎样处
理人格与事功的关系的；通过他，也可
以展示近代湖湘卓越人物共同的价值
追求。

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完全是依靠
自己的艰苦努力，28岁中进士，38岁
成为翰林。他的翰林像今天的博士后，
他的官阶开始是从七品， 就是今天的
副处级。 曾国藩以博士后学历进入官
场，当年科举功名跟今天非常相像，举
人就是硕士，进士就是博士，翰林就是
博士后，一个翰林出来也就从七品。历
史是非常有趣的。

在当时， 曾国藩的起点不可谓不
高。 不像我们今天的各个大学有各自
的博士后， 当年的博士后是全国统一
的，这个起点非常高。但他认为虽然自
己的学历很高了，知识不错了，也很会
考试，但是人格素养还不够。要想做治
国平天下的大事情，先得从修身做起，
于是他加入了一个团队， 相当于今天
很多有志年轻人组织的社团、读书会。
在北京， 当时有一批人文部门的官员
和一批“北漂”，主要是赶考的举人们，
他们组织了社团，大家互相帮助，互相
促进， 曾国藩强迫自己从这里得到提
升。

去除缺点 完善人格

依据日记、 家书和当时朋友们的
书信，可以归纳曾国藩有九大缺点。

第一是心胸偏激， 说话做事常常
极端化、情绪化。他的日记中记载，有
一年大年初四欢欢喜喜过年的时候，
他很高兴地把在北京的朋友包括“北
漂”的湖南人请来家里做客。本来是很
好、很温馨的团聚，但是有个人说了几
句不中听的话，曾国藩居然勃然大怒，
痛斥人家，聚会不欢而散。后来，曾国
藩非常后悔：我今天怎么这么混账？这
就是心胸偏激。 很多湖南人都是有点
事情就容易情绪爆发。

第二是乐意跟朋友们高谈阔论。
早上大家都来了，晚上十二点还不走，
他说得非常高兴。 如果这一天没有人
来， 他就出去拜访别人， 一天走三四
家。当时北京交通不方便，一天走三四
家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有什么时间读
书学习？心不安宁。

第三是为人虚伪。 他讲自己对人
有几副面孔，表里不一。他有个朋友直
言不讳地讲，你这个人太虚伪。曾国藩
把这话写在日记里，我读后很感动。今
天，没有人说对方很虚伪，就算讲了对
方也一定不接受，一定会为自己辩护。

第四是自以为是，尤其是在写诗、
做文章上。他说，今天北京城里没有像
王安石这样的人与我对话， 我没有时
间搭理别人。多狂妄！

第五是没有恒心。 一件事情坚持
不下来，早起起不了，早起了两天以后
又睡懒觉了。

第六是渴望一夕成名。 他经常做
梦：写一篇好文章，在朋友圈一传、在
什么地方发表下， 全北京城人都知道
我曾国藩了。

第七是过分看重钱财。 他常常早上
起来先算账，哪怕花一分钱都要记着。这
情有可原，翰林很穷，他没有钱，家庭也
不可能支援他。

第八是心中常有好色之心。 大家看
到的曾国藩严谨、严肃、刻板，那是后来。
早期的曾国藩好女色，也不避讳。一个朋
友讨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 曾国藩
要朋友带给他看。朋友不带，他就趁朋友
不在家，偷偷跑去朋友家里看。那个女人
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很不好意思， 女人进
入里屋，他跟着进入里屋，还掀开帘子看
一下说这个女人很漂亮。 曾国藩写日记
说自己很卑鄙，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第九是有不良嗜好， 最大的不良嗜
好是抽烟。当时没有纸烟，是抽旱烟，用
的是像纪晓岚用的长烟杆。那种烟很燥，
曾国藩有肺病， 身体不好，30岁时肺病
很严重，相当于现在的癌症。他日记中写
道“惶惶如丧家之犬”。他把烟杆砍成几
截，过了几天又买一个回家。反反复复好
多次，大概三四年以后可能戒掉了，但他
的日记只记到道光25年，至少道光25年
以前没有戒掉。

在人格素养上，30多岁的曾国藩绝
对不比今天30多岁的年轻人高了多少。
但是他可贵的是， 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去
除了九大毛病。

切实践行五门功课

曾国藩认真研修、 切实践行五门功
课。

五门功课是曾国藩的老师唐鉴提出
的。

一是“诚”，诚信。不欺骗别人，不欺
骗自己。

还有一个“敬”，敬重、敬畏。中国儒
家文化非常推崇的待人处世的一种态度
就是“敬”，端敬、不怠慢。

第三是“静”，安静。今天的我们更浮
躁， 因为今天不但有过去历史上所有世
俗的东西存在，还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外
部世界的浮躁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能有
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安静。

第四是“谨”，谨言。不说大话，不说
骗人的话，也不说空穴来风、道听途说的
话。

第五是“恒”，什么事情都必须持之
以恒。中国传统中还有另外一个字“衡”，
就是要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度，就
可以健康、长寿。还要以“慎独”的高标准
刻苦要求自己，没有监督，独处的时候也
不心生邪念。“慎独” 是中国文化对世界
文化一个伟大的贡献。

人格成就事功

经过多年涤净身心， 曾国藩的人格
素养全面提高。

许多人都说， 曾国藩能成就一番大
事业，靠的是人脉畅达与时代机遇。但大
家都面临机遇， 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都降
临在曾国藩头上，而不降临在别人头上？
最关键的还是人格素养的锤炼。 曾国藩
建立功名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的人格境
界臻于完善，这种自修让后人叹服。

简单摘取三个方面以为证：第一，受
挫折后痛定反思。曾国藩呕心沥血、鞠躬
尽瘁，以为事情一定会很顺利，谁知现实
与意愿大相违背，得到的是朝廷猜疑、同
事排挤、战绩微小、通国不容。他有痛苦，
也有委屈，但他没有一味怨天尤人，而是
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终于心智洞开，完
成了从法家的急功近利到道家顺其自然

的转变，从此儒道互补，刚柔相济，人生
境界再度升华。

第二，大权在握时严格自律。大权高
位最容易使人膨胀。 曾国藩当时任两江
总督，管三个省。他写跟给朋友讲，你帮
我找几个眼光俊、 不求功利的人到我身
边来。做什么呢？专门来批评我，来说我
哪里做得不对。 他还在两江总督门口的
两个大柱子上写了一副楹联。 上联鼓励
属下不要有顾虑，讲真话、讲实话，揭他
的短处；下联希望大家自重自爱，不要辜
负他的希望。 他还在门口设立了一个举
报箱，凡是对军事、政事以及对他本人有
什么意见、不满等，都可以直接投递到这
个举报箱，绝不打击报复。

他不乱收钱和物， 来了客人临时到
街上打酒买肉。他最看重鲍超。鲍超会打
仗， 跟曾国藩友谊深厚。 曾国藩生日那
天，鲍超送了16箱贵重礼品，曾国藩全部
退回。别人劝他说你这样不好，太伤鲍超
的心了， 曾国藩就选了一顶最不值钱的
布帽子收下。曾国藩是一个书法家，特别
喜欢字帖，尤其爱王羲之。一个县令送他
王羲之的字帖， 经专家考证是唐朝人刻
的，极具价值。曾国藩非常喜欢，说能看
到这个东西真是一生的福气， 死了都值
得了。但他看后马上退还了，在日记中写
了八个字，“世间尤物不敢枉取”。尤物就
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金银财宝、古董、
房屋，都是尤物，但是不能随便取，来源
不正更不能取。

第三，绝不做权臣。权臣，就是利用
手中权力玩弄下属。 曾国藩完全有做权
臣的条件， 但是他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做
权臣， 还经常提醒同僚。 他反复对弟弟
说，古今高位重权的人常有不测之祸。他
还说文臣可以向朝廷提建议， 甚至可以
批评朝廷，但是将帅不行，因为将帅手里
有军队。有人劝曾国藩给肃顺写信，他不
同意，说按照组织原则只有皇帝可以。后
来肃顺被抄家了， 发现只有曾国藩与其
没有瓜葛， 慈禧感叹曾国藩是天下第一
正人。他死后慈禧亲自给他事后。

大功不居至高境界

有了功劳自得自夸， 原本是人之常
情。打下南京后，曾国藩成了天下第一有
功者，这一功劳将他推向了荣耀的顶峰，
同样也将他置于危险的境地。 曾国藩顶
住了做皇帝的巨大诱惑， 自觉将功劳推
给朝廷，推给友军，让给九弟、部下，自己
不居功。南京城城墙修复以后，这本是历
史上惯常有的记功好机会。 很多人建一
个碑，把功劳传之后世。但是曾国藩没有
这样，他为石碑写了16个字，“穷天下力，
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他哀叹
国家的元气伤尽， 哀叹将士们的流血牺
牲，却不提自己的功劳。从打下南京到他
去世的8年间， 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夸耀过自己的武功， 仿佛这个
天下第一功与他毫不沾边。

他的好朋友在他晚年说， 把功劳看
成小菜一碟，要多么大的心胸气度，要多
么高的人格境界。

梁启超说过，曾国藩不仅是中国、也
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大政治
家。以梁启超的博学不会不知道，从事功
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及世界上比曾国藩
事功大的人举不胜举， 他之所以认为曾
国藩是数一数二的， 毫无疑问是从人格
上来看的。

（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名誉
主席。该文为《解码人文湖湘·湖湘人格
与事功》系列讲座之一。）

彭晓玲

因为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 小城
浏阳名扬天下。 而谭嗣同是这座小城
走出的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斯人
虽已远去， 但他的精神气韵却依然浸
润着小城的山山水水。嗣同故居、嗣同
纪念馆、嗣同陵墓，于静默中透着隐隐
的威严。

于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

时值正午，街头一片繁华，面街而
立的嗣同故居沉静地伫立于清澈的阳
光里。一进门，就瞧见谭嗣同铜像，他
皱着眉，在冥想什么？为国家与民族，
他曾想过许多许多，此刻，他仍用一种
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远方。

1865年3月，谭嗣同生于北京，11
岁时染上白喉病，昏死三日，竟奇迹般
复活，故名“复生”。13岁，他才与父亲
一道回到祖居地浏阳， 为母亲徐五缘
修墓，才踏进这座古朴的“大夫第”。

回到家乡， 又见到了老师欧阳中
鹄。还在北京时，嗣同就师从了这位浏
阳籍著名学者。在“大夫第”安静的书
房，欧阳老师又给他讲授儒家经典，侃
侃而谈进步思想家王船山， 涓涓细流
滋润了嗣同的心田。更欣喜的是，他与
唐才常同为欧阳中鹄学生， 两人一见
如故。嗣同后又师从涂启先、刘人熙，
知识面更为广阔。

“大夫第”内光线略暗，每间屋子都
显得空旷而高远。在第三进，有嗣同典
雅的书舍“石菊影庐”，正对着明亮而沉
静的天井。因酷爱家乡菊花石，嗣同曾
赞其“温而德，野而文”，借其清白无瑕、
坚不可摧，喻己纯洁坚贞之情操。

但从一开始， 谭嗣同就不是一个
书呆子， 他曾从当时名扬幽燕的“义
侠”王五习武，不光博古通今，且好任
侠，善剑术。

之后， 其父谭继洵在甘肃做官十
二年间，嗣同纵游西北诸省，行程8万
余里，由此也深悉民间疾苦，痛感社会
积弊。他自号“壮飞”，立志为国为民干
一番事业。

独特经历造就了嗣同旷远的思
想，认清了“道德文章困士人”，对辞章
和经世致用之学兴趣浓厚， 对应试八
股始终不感兴趣， 乃至几次科举考试
不中。

借着父亲升任湖北巡抚之机，谭
嗣同来到洋务运动之都武汉， 结交新
友，学习西学，追寻变法之路径。

他给老师欧阳中鹄写信， 请求他
在浏阳设算学格致馆。信中，嗣同力主
变法，而“育贤才”正是变法关键。欧阳
中鹄将嗣同信略作修改，用“活字版刷
出”，称之为《兴算学议》，广为散发。一
时间，众说纷纭，支持、反对的意见都
有。嗣同知道后，让实业家刘善涵将浏
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禀呈交湖南
学政江标。江标看后，完全同意，饬会
浏阳知县照办。 欧阳中鹄因不愿得罪
守旧派，便取折衷办法，在算学馆未设
立前，先办一规模较小的“算学社”。

就在这一年，浏阳旱灾严重。欧阳
中鹄受巡抚陈宝箴委托主持赈灾。嗣
同一边为算学社改为算学馆而奔走，
一边留下来协助赈灾。赈灾最后阶段，
1897年2月，“算学馆” 终于于浏阳奎
文阁设立。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走在寂寥的院
落，我仿佛走在时光的隧道，依然强烈
地感受到嗣同于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

力维时局，共赞中兴

谭嗣同祠又名谭嗣同烈士纪念
馆，在偏静的才常路，面街而立，深灰
的墙面有些沉郁。走进祠内，色调却明
快，满眼深红令人心绪高扬。

中华民国成立后， 时任湖南省民
政司司长刘人熙， 呈请北洋政府褒扬
嗣同并建纪念祠。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和内阁总理唐绍仪颁布了褒扬令，浏
阳知事公署划拨典史署空地用于建
祠。 嗣同夫人李闰变卖了些地产、首
饰，加上谭氏家族筹集的款项，纪念祠
终于1913年秋建成。

走进纪念馆中门，抬头一看，“民国
先觉”四个大字兀自庄重。字为黑色，匾
额棕色，渐次震撼着我的灵魂，梁启超
的称赞是如此契合嗣同的精神。

1896年春，嗣同奉父命陪侄儿谭
传赞去北京赴考。 为寻求一条救国之
路，他趁机遍访“世间硕德多闻之士，
虚心求教”。在京城，他拜见了梁启超，
接触了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 还特地
访问了翁同龢。 翁在日记中写道：“谭
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
傲者也。”

这年秋， 谭继洵花重金为嗣同捐

了一个候补知府， 分发江苏南京等待
委任。此时，受梁启超所托，嗣同开始
为香港《民报》撰文。在撰写的《仁学》
里，嗣同阐述了他的“仁-通-平等”学
说，号召民众冲决封建“网罗”，投身改
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等与民
主政治。

在巡抚陈宝箴引领下， 湖南维新
事业方兴未艾。1897年11月，时务学堂
开学，熊希龄任校长。嗣同积极参与筹
办事宜。次年正月，受陈宝箴邀请，嗣
同出任时务学堂学监及九名总理绅士
之一。他亲手撰写楹联“揽湖海英豪力
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悬于
时务学堂内，鼓舞师生发愤图强。他又
创办《湘报》，宣扬平等民主思想。

此时，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士绅
坐不住了，联合向巡抚衙门递交了《湘
绅公启》，还草定《湘省学约》，疯狂诽
谤和攻击维新派，御状告到了京城。陈
宝箴被迫撤销了时务学堂。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
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侍读学士
徐致靖上疏光绪， 称谭嗣同“天才卓
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
避艰险，不畏谤疑”，极力推荐。6月30
日， 光绪帝诏命谭嗣同进京；9月5日，
召见嗣同，赐四品卿衔，令其“在军机
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嗣同与杨锐、
林旭、刘光第共称军机四章京，进入变
法的中枢， 也走进了最危险的政治地
带。

新政的推行， 激怒了以慈禧为首
的顽固派，企图发动政变。9月18日晚，
嗣同携光绪“密谕”，赶到袁世凯寓居。
一进内室， 就焦急地对袁世凯说：“皇
上现在有大难，只有您才能救他……”
袁世凯信誓旦旦：“只要能对皇上和国
家有益，我一定不顾生死，尽力去做。”
可第二天， 袁世凯转头就将此事向慈
禧和盘托出。

9月21日，慈禧宣布“训政”，囚光
绪于瀛台， 并下令逮捕康有为、 康广
仁，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变法说败就败，自己何去何从？嗣
同想着，倘逃走，势必连累老父！不如
用自己之命来成全变法、唤醒民众！他
清理好文件， 模仿父亲笔迹写了封责
骂自己变法的书信，并将《仁学》等重
要文稿及家信装在一只小木箱里。之
后， 嗣同跑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东
游”，并将小木箱交梁保存。日本友人
劝嗣同也到日本避难，嗣同拒绝了。

被捕后，嗣同被关押在刑部大狱，
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天沉沉，冷风嗖嗖，满眼初春寂寥
的景色。站在嗣同墓前，但见嗣同墓依
山而建，前有青石围栏，小圆扁石铺盖
冢顶， 斑驳的墓碑上字迹清晰可辨：

“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
两侧各立一对石虎和石马， 风雨已将
它们磨蚀得十分粗糙。再往前，是一对
华表。

这是最让人悲愤的历史镜头：
1898年9月28日下午，天色阴晦，

宣武门外菜市口， 气氛凝重， 戒备森
严。六辆囚车徐徐驶来，谭嗣同、刘光
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
披枷带锁，被押上刑场。

嗣同脸色平静， 眼看着同志轰然
倒下，戴着脚镣手铐的他目光如电，昂
首挺胸地站在血淋淋的鬼头刀侧边，
浑身洋溢着傲视死神的凛然之气。轮
到他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大声喊道：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
快哉！”刽子手冷漠地挥刀向前，血光
如炬，直冲九天，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
道霓虹般的曙光……

当天午夜， 浏阳会馆老长班刘凤
池和儿子摸黑来了， 用芦席将嗣同的
遗体卷好， 扛回了浏阳会馆。 一年之
后，历尽辛苦，嗣同遗体才被运回了浏
阳。

唐才常在武汉闻六君子遇难，悲
愤满腔，撰挽联一副：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
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
去楚孤臣，潇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
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
扶桑三杰，剑飞摩空！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吾中国
数千年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
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年
轻的谭嗣同， 用他的热血浇灌了近代
中国变法求强的绚烂之花。

（作者系浏阳西乡人，现供职于浏
阳政协。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
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浏阳寻迹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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