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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如何管好

从文艺小说到肥皂剧 ， 但凡用到
“小鸟依人” 这四个字， 跃入眼帘的多
半是个如假包换的美女。 其实 “小鸟依
人 ” 是对 “飞鸟依人 ” 这个成语的误
读 ， 这个直到近现代才演变定型的成
语， 在其漫长的 “飞鸟依人” 阶段， 所
形容的常常并非是淑女或美女， 而是如
假包换的男性。

最早被称作 “飞鸟依人” 的历史人
物是唐初政治家、 书法家褚遂良。 褚遂
良是名门之后， 很得李世民器重。 《旧
唐书》 中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公
元644年）， 李世民曾和妻兄兼重臣长孙
无忌论及身边亲近文臣的优劣， 最后一
个点名的便是褚遂良。 李世民说他 “学
问稍长， 性亦坚正， 既写忠诚， 甚亲附
于朕， 譬如飞鸟依人， 自加怜爱”。

“飞鸟依人” 并非形容褚遂良百依
百顺， 而是说他生性温和， 且发自肺腑
地亲近李世民， 让后者自然而然产生喜
爱、 关照之意。

到了宋代， “飞鸟依人” 虽然继承
和发扬了用于形容男性的 “光荣传统”，
但是意思却从 “好评” 摇身变成了不折
不扣的 “差评”。

最典型的例子是 《宋季三朝政要》
里关于南宋后期权奸史嵩之的一段记
载 。 史嵩之的父 亲史 弥 忠 病 逝 ， 按
当时的制度， 身为人子的史嵩之更应该
开缺三年， 为父亲 “守制”， 但史嵩之
倚仗皇帝的宠信 ， 赖在右丞相兼枢
密 使 的要职上不肯下去 。 不少大臣 、
学者纷纷以 “忠臣必出孝子之门 ” 的
“大题目” 弹劾史嵩之， 其中最著名的
是由黄恺伯、 金九万等一百四十名 太
学生联名奏上的弹劾书 。 书中痛斥
史嵩之 “视父死如路人， 方经营内引，
摇尾乞怜， 作飞鸟依人之态”。 很显然，
在这里 “飞鸟依人 ” 是指为谋求私
利奴颜婢膝， 刻意放低姿态， 对权贵
阿谀奉承。

清康雍乾年间绍兴画家冯仙等人撰
写了本图文并茂的名人录 《图绘宝鉴续
纂》， 其中有一卷是专门收录才女的 ，
里面形容一名 “善画兰、 亦工诗” 的才
女叶文， 就使用了 “丰姿绰约， 如飞鸟
依人” 的说法。 很显然， 这个 “飞鸟依
人” 不仅恢复为 “好评”， 而且用来形
容女性风采， 和今天的 “小鸟依人” 含
义已几乎分毫不差了。

摘自 《人民周刊》

主动避嫌

公元303年 ， 晋朝的荆州刺史刘
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
守。 朝廷认为皮初资历太浅， 建议任
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
守， 刘弘却坚决反对。

原来， 夏侯陟是他的女婿。 刘弘
对同僚和部属们说： “夫治一国者 ，
宜以一国为心， 必若亲姻然后可用 ，
则荆州十郡 ， 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
哉！” 他更上奏朝廷： “陟姻亲 ， 旧
制不得相监； 皮初之勋， 宜见酬报。”
后来， 朝廷听从了刘弘的意见。

刘弘不重用自己女婿而重用功
臣 ， 任人唯贤不唯亲 ， 一度传为美
谈。 那时的西晋已经大乱， 但荆州因
为有刘弘 “劝课农桑， 宽刑省赋， 公
私给足， 百姓爱悦”， 成了一方乐土，
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

教育后代

宋代孔平仲的 《续世说 》 记载 ，
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 一生清廉
节俭， 骑马时用来遮挡尘土的一条熊
皮障泥， 总是洗了再用， 破了再缝 ，
多少年都不换新的。 儿辈们见父亲这
样， 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 皇帝派人
编写歌词称颂道： “智如崔浩， 廉若
道生。” 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
浩的智慧和长孙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 曾官
至宰相。 他在临终时交代儿子： “我
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 不要用牲
畜祭奠， 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
了， 不要过于高大宽广； 只用棺材 ，
不需要棺外椁， 那样太浪费了； 碑文
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 不要弄许多
漂亮话在上头。” 这无疑是对儿孙的
一种言传身教。 在旖旎繁华、 生活富
足的唐初， 高官能俭朴平实、 不尚浮
华， 绝对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中国古代的官员 ， 自古就有立
“家训” 的传统。 明代王洪洲就在其
《家训》 中谆谆教导曰： “子孙才分
有限， 无如之何； 然不可不使读书 。
贫则训蒙以给衣食 ， 但书种不绝可
矣。” 在古代士大夫看来， 读书比奢
华的衣食更重要。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相
当重视。 咸丰六年 (1856年 ) 九月二
十九日， 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
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 余不愿
为大官， 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勤
俭自持， 习劳习苦， 可以处乐， 可以
处约。 此君子也。” 这样的期许较之

一般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 囿于公务以

及交通不便， 长期回不了家， 与家人
联系只能依靠家信， “家书” 便成为
官员对留守家中的 “官二代” 们的主
要教育方式。

清代王士祯的 《池北偶谈 》 记
载， 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
官， 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 对他
们的约束极其严格： 出行上， 不许儿
辈 “出入公门， 招惹是非”， “拜客
只可骑马， 不可乘车”； 衣着上 ， 要
求家人子弟 “衣服勿太华美， 器用宁
可欠缺” 等等。 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
辈 “秋夏粮及早上纳 ， 多加与些火
耗 ， 各庄上人 ， 常约束他 ， 莫要生
事。” 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

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 每
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 对
于亲戚中的穷苦者、 孤寡者， 也要经
常接济等等。 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 ：
“大抵盛极则衰， 月满则亏， 日中则
昃， 一定之理。 唯有自处退步， 不张
气焰， 不过享用， 不作威福， 虽处盛
时， 可以保守。”

沈鲤为人正直， 为官清正， 被推
崇为贤臣。

约束“身边人”

明朝开国初年， 很多功臣家的僮
仆倚仗主人的权势， 横行霸道， 导致
民怨沸腾 。 朱元璋召集徐达等人 ，
说： “比闻尔等所畜家僮， 乃有恃势
骄恣逾越礼法， 此不可不治也。 小人
无忌， 不早惩治之， 他日或生衅隙 ，

岂不为其所累 ？ 如治病 ， 当急去其
根， 若隐忍姑息， 终为身害 。” 朱元
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 ，
必须 “急去其根”， 实际上 ， 朱元璋
是要警诫大臣们， 杀鸡儆猴。

洪武九年 (1376年 ) 秋八月 ， 朝
廷下发文件： “凡在官者， 其族属有
丽于法， 听其解职归乡里。” 意思是，
现任官员， 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
罪的事情， 那么该官员必须主动辞职
回家。 作为一种官方制度， 这对于防
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
一定裨益的， 但这种形同 “连坐法”
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 有官员在
千里之外好好为官且颇有政声， 但却
因为老家族人违反了法律， 而被解职
回家。

朱元璋还对宦官定了很多规矩 ，
不许宦官干预朝政。 他立了块三尺高
的铁牌在宫中， 上面刻着： “内臣不
得干预政事， 预者斩。” 当时 ， “有
内使以久事内廷， 从容言及政事者 ，
太祖即日斥遣还乡 ， 命终身不齿 。”
朱元璋还告谕群臣 ： “自古贤明之
君， 凡有谋焉， 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
廷， 而断之于己， 未闻近习嬖幸之人
得与谋者。”

虽然， 在古代官场不乏官员以身
作则 、 重视教育 、 严格管束 “身边
人” 的好典范， 但古代历史上官员的
“身边人” 依然劣迹频出 。 因此 ， 只
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 “把权力关
进笼子里” 而不容特权存在， 才能制
止歪风邪气， 实现吏治的清明。

摘自 《解放日报》

小小鸟鸟依依人人
最最初初形形容容男男性性

从严管干部， 要从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人开始。 其实， 在古代官场就不乏
一些官员以身作则、 严格管束 “身边人” 的例子， 甚至还有一些约束官员 “身边
人” 的规定。

身身边边人人
唐太宗李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