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
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
生明，廉生威。

如今人们在西安碑林中看到的这块充
塞着浩然正气的《官箴碑》，同样是用与其
碑文极为匹配的铁骨铮铮的颜楷书写，通
碑聚焦着的“公”、“廉”二字，向世人宣扬着
一种富有张力的正能量。它像清廉官吏向
同事和百姓的公开宣言，又像是公之于众
请他人监督的清官自白，其浩然正气，充斥
于石碑之外，充盈于宇宙之间，一如文天祥
的《正气歌》，又似古人对廉吏的赞颂词。

这块凛然正气的石碑背后，也同样有
着一系列凛然正气的故事。这段文字出自
明代山东巡抚之笔下，在明清两朝，它曾是

两任泰安知州(府)和一个三代为高官的名
门望族的传世座右铭；在现代，它曾被当时
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总理在
1993年的全国分行行长反腐败工作会议上
引用；在学术界，它曾受到过史学家周谷城
先生的高度关注；在政界，此碑文的微型复
印件被整齐地压放在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领
导及秘书的办公桌玻璃板下。

这块碑最早出自山东。据考证，《官箴
碑》是明代山东巡抚年恭定(名富)撰文并勒
石的，从下文中泰安知州顾静祥后来的跋
语中可以判断，年恭定当时撰此碑文的目
的，是为了警示当时在山东做官的人。明孝
宗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山东泰安知州、贞
庵主人顾景祥题跋重刊立碑，并加跋语曰：

“右箴言，简而意甚周。昔年恭定抚治东藩
时，尝刊行以儆有位者，今贞庵主人乃重刊
以自儆。时弘治辛酉(1501)秋八月也。”这也
成为最早的《官箴碑》泰安本。从此，这块碑
有了用于自儆的座右铭意义。明嘉靖三年
(1521)，曲阜郭允礼任河北省无极知县，也曾
用颜体楷书书写过此箴以昭士民。这是此
碑第一次流传到山东省之外。

后来的故事，则是发生在清代素有“一
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之
称的连平颜氏家族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正月下旬，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1729
-1780)从旧科房的残壁中发现了顾景祥重
刊的石碑，经再刊并跋，立碑于府衙西厢房
内。

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颜希深之子颜
检(1756-1832)做山东盐政时，收到了泰安令
汪汝弼寄来的泰安《官箴碑》石刻拓本，嘉
庆二十年(1815)仲秋，时任浙江巡抚的颜检，
依照此拓本，重刊并再跋，刻碑于杭州治所
大厅的墙壁上。这样，《官箴碑》在山东省外
的传播，除河北之外，又扩大到了浙江。

该碑铭传到陕西西安，则是道光二年
(1822)以后的事。嘉庆十九年(1814)，颜检之
子颜伯焘(1792-1855)考取翰林，省亲去浙江
时，颜检拿出先祖的箴词对他说：“你已入
官场，应知做官之理。这既是先人的格言，
实也是我家的祖训。”道光二年(1822)，颜伯
焘授延榆绥道，颜检又嘱咐他在外做官要
随时以箴词自勉。颜伯焘携箴词赴任后，同
事争相索取《官箴》手本。苦于当地缺乏雕
刻工匠，两年后(1824)颜伯焘将写好的跋文，
连同父传《官箴碑》拓本寄给长安知府张聪
贤，请其按旧碑拓本重新刻石并立于西安
碑林，以便广泛传播。道光四年(1824)十月，
张聪贤刻石立碑并再跋其后。这就是我们
今天在西安碑林中看到的《官箴碑》石刻和
五篇跋文(顾景祥跋、颜希深跋、颜检跋、颜
伯焘跋、张聪贤跋)的来历。

一块被传承了几百年的石碑本身，其
廉政价值已经极高了。然而碑铭更大的意
义，绝不限于几块被传刻的石碑，因为从连
平颜氏家族的“一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
部十省八花翎”的为官经历看，他们的足迹
可谓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除石碑的传
刻之外，这种廉政风气的言传身教所产生
的正面影响，更应该远远大于上述被传刻
的石碑。

几百年来，一块源自山东，流传于河
北、浙江，直到进入西安碑林的《官箴碑》，
其强调“公”与“廉”的为官理念，被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为官者从西安碑林带到了四面
八方。如今，泰安等处的《官箴》刻石多已亡
佚，惟刻于西安碑林者岿然独存，在反腐倡
廉的今天，这数句令人奋发向上的警世之
言，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 )

金岳霖悼念沈性仁【学界往事】

□智效民

十几年前我在研究中国
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的时
候，就注意到他的夫人沈性
仁是个不同寻常的知识女
性，只是因为资料有限没有
继续研究下去。最近翻书，看
到金岳霖悼念她的文字，觉
得特别感人，再加上近年来
又看到她的一些资料，觉得
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沈性仁出生于浙江嘉兴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
亲名叫沈秉钧(号叔和)，此人
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时，
曾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
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
纂工作。她的大姐沈亦云是
著名外交家黄郛的夫人，沈
亦云晚年定居美国，曾有《亦
云回忆》问世。胡适对这本书
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很
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
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
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亦云回忆》中有“二妹
性仁”一章，对沈性仁有详细
介绍。亦云说：“性仁又名景
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
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
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
同过学、共过师，这是母亲的
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
争 则 伤 友 爱 ，依 赖 则妨进
步。’”寥寥数语，把一位识大
体、懂教育的母亲形象展现
在读者面前。正因为有这样
一位母亲，沈家四姐弟及其
配偶在民国历史上都是很有
作为的人物。

亦云还说：“我性毛躁而
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
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
弱。”辛亥革命时，“我十八
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
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
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

国 ，她 心 细 ，愿 在 家 事 父
母……”此情此景，颇有“去
留肝胆两昆仑”的况味。

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
她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因
父亲生病而回国，转入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五四”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她与著
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
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
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又
名《少奶奶的扇子》)、德林瓦
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
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
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
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
学与人常生活》、房龙的《人类
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
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后，一时间
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了经
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

“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
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
来的是沈性仁女士。最近有研
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
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
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
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
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
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
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
市》。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
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
钱买了一套房子。为了还债，
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
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
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了当
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

抗日战争期间，沈性仁
与丈夫住在重庆李庄，由于
气候潮湿不利于养病，她前
往兰州养病，因为她的弟弟
沈怡在那里工作。不幸的是
她竟然在那里去世，享年48

岁。
沈性

仁去世后，
在朋友圈引起
极大震动，其中
最悲痛的莫过于著名
哲学家金岳霖了，为此他写
下了《悼念沈性仁》一文。老
金说：当他得知这一噩耗时，

“就好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
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
到我稳下来时，又只看见性
仁站在面前。我总不大相信
电报所说的是真的……”由
此可见他们的友谊多么深
厚。

紧接着，老金以书信为
由谈到对方的才华。他说：性
仁给他写的信“条理分明，字
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
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欣赏的
不过火的幽默。看她的信总
是如见其人。有时你也许感
觉她连信也起草稿，有时你
明知道她是顺手写来，可是
无论如何信总是那么有条有
理。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对于
事理的辨别能力如她那样大
的很少。我常常劝她写论事
文章，虽然明知道她是不会
写的，因为她另一方面的性
格不会允许她写”。

老金还说：有一次我们因

为敌机轰炸
谈到了死，我

说“我不愿意在
最后胜利降临之

前死去”，但性仁却没
有那种“躬逢其盛”的心

理。她认为如果一件事情的结
果已经确定，我们又何必一定
要等它实现呢？这种颇有哲理
的想法特别耐人寻味。

作为老朋友，老金还用
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沈性仁的
个性。比如：她虽然是个很单
纯的人，但是认识她要费相
当的时间；她不崇拜物质，也
不鄙夷物质；她不入世，也不
出世；她怕人，是因为害怕别
人给她难堪，也害怕自己给
别人带来痛苦；她很雅，却不
追求雅，甚至反对雅……所
有这些，不就是如今大家所
说的“贵族精神”吗？

遗憾的是，随着沈性仁
等人离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
桑田的变化，这种“贵族精
神”早已离我们远去，代之而
起的是小人得志和暴发户的
泛滥。在这种情况下，贪得无
厌的索取和寡廉鲜耻的炫
耀，自然就会大行其道。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遗憾的是，随着沈性仁等人离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变化，这种“贵族精神”
早已离我们远去，代之而起的是小人得志和暴发户的泛滥。

【碑刻漫话】

两任清官铭座右
一门大吏续《官箴》
□杨加深

刚烈男感化鬼婵娟【聊斋之爱】

□马瑞芳

只要一心向善，邪鬼可以改造成宛如仙女般的活人妻。正是在道德修炼中，聂小倩
身上的“鬼性”渐渐消失，人性渐渐唤起。

传统概念中，女鬼作祟世
间男子，让他们丧命。世上断
无不害人之鬼，是聊斋基本构
思。聊斋女鬼都惦记着逃离阴
世、返回人间。她们跟人间书
生接触又总会损害他们，在这
样的情况下，女鬼怎样返回人
世，或为人接受？那就靠跟她
们打交道的正人君子。刚肠男
儿心正，不仅不怕鬼蛊，还能
靠人世间男子汉的浩然正气
感化女鬼，导引女鬼一心向
善，帮助她们走出阴冷、走出
邪恶、走向完善。

女鬼聂小倩的使命本来
极不光彩，受恶鬼驱使，诱惑
杀害人间男子，已害死多名意
志不坚定的凡间男子，直到遇
到宁采臣。

宁采臣家中有妻子，在男
人可以纳妾私婢嫖妓的时代，
他凛然宣布“生平无二色”，决
不对其他女人动心。美丽的聂
小倩毛遂自荐要跟宁采臣相
好，宁采臣板起脸好一通臭
训：“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
一失足，廉耻道丧。”把聂小倩
轰出去。不一会儿，聂小倩又
拿锭黄金回来，宁采臣立即把
黄金丢出去，说：“非义之物，
污我囊橐 !”聂小倩感叹：“此
汉当是铁石。”

美丽是聂小倩祟人的本
钱，经受不住美色诱惑跟她鬼
混的人，聂小倩摄取他们的血
给恶鬼饮用。如果有人不受美
色吸引，聂小倩还有第二手，
用黄金。而黄金是罗刹鬼的骨

头，谁接受就被截取心肝。
现在看，聂小倩这两手颇

有点现实性、普遍性，某些被
推上审判台的高官，某些曾为
人民做出贡献、最后却成反贪
对象的人，无一例外都过不了
金钱关和美人关。封建时代读
书人宁采臣铁骨铮铮、正气凛
然，顶住美色和金钱双重诱
惑，提前三百年，用铁石心肠
为如何拒腐蚀做出了榜样。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聂
小倩在妖物胁迫下，“以投时
好”祟人，宁采臣对她的坚决
拒绝和教训，使她看到自己是
恶的、丑的、可憎的。她向宁采
臣和盘托出受胁迫的苦衷，告
诉宁采臣：因为他不受美色和
金钱诱惑，夜里妖物要派夜叉
对付他，同寺的燕生能帮他免
除灾祸。聂小倩还请求宁采臣
收拾她的遗骨，运回安葬。宁
生在燕生帮助下从妖物手下
逃脱，把聂小倩遗骨掘出，租
船带回家，将坟墓建造在自己
的书斋外，祭奠道：可怜你的
魂魄孤苦伶仃，把你安葬在我
的书斋旁，不让你受雄鬼欺
凌。

宁采臣祷告完了，聂小倩
蓦然白日现身，更加美丽婉
约，愿随宁采臣回家，做小妾、
丫鬟，无怨无悔。

那么，聂小倩放下屠刀就
能立地成佛吗？不，她的自新
路还很远。

聂小倩诚恳地向宁母表
示：儿飘然无亲，受宁公子救

助，感激不尽，愿给他做妾，侍
奉您老人家。宁母客气而坚决
地谢绝：我只有一个儿子，靠
他传宗接代，不敢给他娶鬼做
妻室。

请求做妾，竟然被当面谢
绝，实在够尴尬的。聂小倩马
上聪明地转换立场：乐意做公
子的妹子，侍奉母亲，照顾兄
嫂。

宁妻长年生病，宁母负担
家务很劳累，聂小倩到来，解
脱了宁母家务重负，小倩穿房
入户下厨房，像本来就是这家
的一员，将家治理得井井有
条。此时宁家母子对聂小倩既
喜爱、同情又保持距离：宁母
仍害怕小倩是鬼，晚上不给她
设床褥；聂小倩晚上只好到宁
采臣书房读经，读到半夜还不
肯走，宁采臣干脆下逐客令：
兄妹也要避嫌！聂小倩不得不
回阴冷的坟墓呆着。

想想看，白天像正常人，
享受亲情，靠近生的希望，夜
晚不得不当孤魂野鬼，何等凄
凉，何等无奈？但是，聂小倩坚
持了下来。

近朱者赤，聂小倩像璞玉
经过琢磨，光彩渐露：她勤劳
善良、任劳任怨；她察言观
色、善于词令。对宁母，像对
亲生母亲一样孝敬、依恋；对
宁采臣，既像对长兄一样恭
敬，又像小鸟依人般亲切。功
夫不负苦心人，聂小倩的机
会来了。

宁妻病故，宁母很想让儿

子娶小倩，但还是担心小倩是
鬼。聂小倩这个比人还精明的
小鬼，对症下药给老太太做思
想工作。她告诉宁母：公子命
中注定有三个光宗耀祖的好
儿子，上天不会因为他娶鬼妻
就不给他了。宁母相信了小倩
的话，跟儿子商量，宁生很高
兴，宁家大摆筵席告诉亲戚朋
友，众人听说宁采臣娶了鬼
妻，要求看看什么样儿，聂小
倩华妆而出，众人见其风采，
说：哪儿是鬼？分明是仙！

在小说开头，聂小倩很
美，是女鬼祟人之美；小说结
尾，聂小倩仍然美，也仍然是
鬼，人们却怀疑她是仙。从鬼
到仙，从恶到善，一念之差。

只要一心向善，邪鬼可以
改造成宛如仙女般的活人妻。
正是在道德修炼中，聂小倩身
上的“鬼性”渐渐消失，人性渐
渐唤起。蒲松龄用两件事写小
倩“人性”的激活和“鬼性”消
失，写得十分有趣。一件，小倩
刚来时不食人间烟火，渐渐能
喝稀粥，再往后，跟常人吃饭
无异；第二件，小倩从惧怕燕
生剑袋到主动把剑袋挂到卧
室，跟惧怕剑袋的恶鬼彻底划
清了界限。而剑袋最终消灭了
恶鬼。

在正人君子的帮助下，女
鬼聂小倩终于脱胎换骨，修成
正果。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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