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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城城王王氏氏：：严严谨谨家家教教兴兴门门旺旺族族
本报深度记者 马云云
本报《今日淄博》记者 王欣
实习生 崔菲菲 高晴

不似二三十公里外周村商埠
的喧嚣，桓台县新城镇安静多了。
越是如此，越让这处地方透露着
沧桑的历史感。

2月13日，新城镇城北村一个
不甚起眼的巷子里，一处普通民
宅贴着主人刻意用毛笔写就的工
整对联，与求富贵保平安不同，对
联书为“礼乐家声远，箕裘世泽
长”，横批“诗书门第”。

这是新城王氏家族第十六代
传人王淇的家。元末明初，王家始
祖王贵从诸诚徏居新城后，从平
民百姓渐渐发展成为官宦世家，
科第延绵。时至今日，王家后人仍
在内心恪守着祖训。

每天要作文七篇

85岁的王淇正在堂屋研读王
家六世王象晋所著的农学书《群
芳谱》。屋里是老式摆设，正中放着
一张八仙桌，两侧各摆着一把木
椅，墙上贴着大大的“寿”字。

家族在王淇身上留下的印
迹依然明显。他穿着深褐色唐
装，戴着绒帽，这一直是他最常
穿的服饰。

“我喜欢传统的东西。”说这话
时，老人起身迎接登门造访的客
人，给客人让座。多年的私塾教育
和深厚的家学渊源让王淇待人接
物间流露着谦逊和平和，客人不
坐，他就一直站着，直到所有客人
都坐下，自己才缓缓坐到了对面。

闲暇之余，王淇爱翻翻老祖
宗的著作，每天仍坚持看五六个
小时，常读常新，这些先人留下
的精神财富，也时刻提醒他反躬
自省。

老话说“富贵不过三代”，但新
城王氏家族的荣耀却延续十几代
没有中断。其间人才辈出，明清两
朝为官者100多人，至四品以上的
12人，因为家族仕宦众多，亦有“王
半朝”的美誉。

时光转回到元末明初，当新
城王氏家族一世祖王贵从青州府
诸城县迁到新城时，他一定没有
想到，王氏家族的辉煌将在这里
一点点开启。

一般而言，古时的名门望族
大多遵循共同的模式：读书———
中举——— 光宗耀祖，新城王氏无
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王家也
围绕着科举应试来开展对子弟
的教育。

王家第四代王重光以科举起
家之后，就有家塾作为固定场所
对子孙进行家族教育，还聘请了
塾师。王家子弟通常在5至7岁就进
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

新城王氏第五代王之垣则规
定，家族子弟五鼓时就要起床，终
年在书屋，每天读完经史，要作文
七篇，一天都不许旷课，如果作文
质量不高，要受到责罚。

第六代王象晋，即便已是官
至二品的朝廷重臣，无论寒暑，依
然正襟危坐，读书不辍。年老时则
闭门谢客，亲自教育子孙读书。

严厉的家教让家族子弟们毕
生难忘，王象晋年至耄耋时，仍然
会梦见课业没有完成，内心惶惶，
跪受责罚。

在这样严厉的科举教育之
下，新城王氏家族科第延绵，出了
30位进士、52位举人。

同样幸运的是，读书的家训
经历代纷乱保留至今。王淇清楚
地记得，小时候，每逢重大节日，
家族里的孩子总要集结在牌坊
旁，在大人的带领下，齐声诵读
王氏家训。

“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
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
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
皆读书之言”，现在再看家训，王
淇也会带着一丝批判，“比如说

‘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难道不
是读书人就真的不值得交往
吗？”

从科举到诗艺

除了家训，王淇依然记得当
年，自己参与家族盛世的情景。

7岁那年起，作为家族男丁，王
淇每年都跟随大人祭祖，“每年阴
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去，那
时叫丁祭”。这是王氏家族特有的
祭祀，因王家对国家贡献突出，当
时地方官也要出面参与祭祀活动。

参加家族丁祭的记忆，在16岁
时戛然而止。那年，王淇远赴济南
念书。因为成分不好，土改后家中
一贫如洗。连年战争炸毁了铁路
和公路，100多公里的路途，他只能
徒步来回，一次要走两天。但他没

想过放弃，“有一种自勉、自律的能
力，憋着一口气，必须要读下来”。

读书，几乎融入了新城王氏
家族的血液。

这个家族真正的崛起是从王
重光那一代开始。王重光是明嘉
靖进士，任贵州布政使左参议时，
从贵州采伐大木，用于修建北京
的新宫殿，因操劳过度以身殉职。
嘉靖皇帝深感其为朝廷平蛮督
木，亲书“忠勤可悯”四字以示嘉
奖，并敕令为其建了忠勤祠。

王重光之后，新城王氏家族
走上了严格的科举之路。到新城
王氏第五代、第六代时，科举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发展至最盛，成为
明代著名的官宦世家。

而王重光留下的“忠勤”，则让
他的后辈们一直保有着读书为大
明朝效忠的决心。

最突出的莫过于第六代中的
王象乾。担任兵部尚书兼吏部尚
书，王象乾多年镇守蓟辽，为岌岌
可危的明朝把住咽喉，更多次对
建州女真用兵，一度阻挡了满人
入关的步伐。

清入关后，“忠诚”的王氏族人
不少自尽殉明，另有几十名族人
蒙难。特殊的政治环境，让王家一
度选择独善其身，不谋科举。

然而王氏第八代仍然重拾
“为国效力，泽延后嗣”的信念，凭
借深厚家学，很快得与清廷合作。
仅顺治、康熙两朝，王家就有进士
约10名。尤其是王士禄、王渔洋、王
士枯兄弟三人科场折桂，一时传
为盛事，从而让王家终于度过明
清王朝更迭，于废墟之上重振往
日的家族风流。

有意思的是，在科举上大有
作为后，王家不再只执着于“应试
教育”，渐渐注重子弟文学艺术方
面的修养。

科举枯燥，王家子弟就常常
私自涉猎诗赋史集，非但没有在
严苛的家教环境下失去灵气，反
倒文人辈出，子弟多有诗作传世，
最杰出的当数王渔洋。

在清初诗坛，王渔洋是一流
诗人。康熙欣赏他的诗作，曾亲录
三百篇，辑为《御览集》。皇帝亲自
为其编书，这恐怕是对一个封建
文人的绝大褒奖了。

言传身教的力量

至今，王氏后人都还坚持读
书的习惯。王淇年轻时是一名数
学老师，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
读书。

在他的桌上，整齐地摆放着
《辞源》等工具书，一本《现代汉语
词典》早已破旧，厚厚的书脊在反
复翻阅中破损，只能用一块布粘
住。

王淇翻阅的《群芳谱》是一部
农学著作，由王氏第六代王象晋
编撰。他边读边标点，有看不懂的
地方还会特别查阅资料，并在旁
边注释，“记下来，帮助年轻人阅
读”。

有了常年的研习积累，王淇
对古文的理解没有太大障碍。不
过上了年纪，记性不好，古文中的
具体字句记不大清楚了，“但是精
神实质都记下了”。

除了那些凝聚在文字中的家
族精神，还有仍然矗立着的活历
史。

在新城镇城南村，远远地就
能望见一座牌坊，正中写着“四世
宫保”四个大字，意为四代都是太
子的老师。

这是明朝万历皇帝为表彰王
象乾而建的。王象乾因战功被晋
升为太子太保，万历特许建立这
一牌坊，还追赠王象乾的上三代。

四世宫保坊象征着王氏家族
的鼎盛，新城也随着王家的兴衰
而起伏。明清两代，新城县内人士
大都积极科举，取得功名的也纷
纷回乡建牌坊，遍布全县的牌坊
竟一度多达72座。

随着王家中落，新城的文化
风流也慢慢湮没民间，如今已不
再作为县城所在地，新城的辉煌
更是走向了历史深处。

然而，在这个古镇，几乎每个
人心中都还有关于“四世宫保”的
记忆。

2月13日下午，几个三四十岁
的村民在牌坊下闲聊，他们对这
里再熟悉不过了。“王家的”，一个
村民说。而更多的王家历史则被
演绎成了民间故事。

住在牌坊东数百米的村民宁
允夔，从小就听祖父讲，新城王氏
二世祖王伍乐善好施，常在自家
门口的大槐树下行善，一到过年，
就让孩子爬到高处，看看谁家屋
顶没冒烟，就知道人家的日子不
好过，要送去点东西。

这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印在宁
允夔的脑海里，然后他又讲给自
己的孩子，俨然是当地人代代流
传的家教启蒙。

就在四世宫保坊西几百米开
外，是为王氏家族第四代王重光
所建的忠勤祠。门前黑色的砖墙
上，已挂有“淄博市反腐倡廉教育
基地”、“桓台县反腐倡廉示范教育
基地”两块牌匾。

王重光制定的家训无外“道
义”和“读书”两个词，而先人的身
体力行给后辈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儿子将赴唐山任县令时，王
渔洋放心不下，专门为他写下《手
镜》，告诫他要清廉、谨慎、勤勉，反
复叮咛恪守勿替。清廉的家风代
代相传，“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是
现在看还不过时”，新城王氏第二
十世孙、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会
长王克明说，王家人为官勤政廉
洁，这么多高官没有人贪污腐化、
违法犯罪，家训、家风的影响不能
忽视。

王淇一直觉得，新城王家能
兴旺的主要原因是“家教严谨”，

“从小就严格要求，形成了习惯，长
大后自然能够遵守礼仪成大事。”

王淇说，靠家人的言传身教，
从幼年开始，他就知道要懂规矩、
守法则。他举了两个很小的例子，
一是从小家人就要求“动物归原”，
东西从哪儿拿的，用完了要放到
原来的地方。

另一个是“成物不可损坏”，
“就是做成的东西不能毁在咱的
手里，这话包括了好多精神实质。”

(感谢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政
府，文中部分内容引自何成博士
论文《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
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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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经过鼎革战乱，新城
王氏仍能历明清两朝，成江北
官宦世家。

“四世宫保”是这个家族的
至高荣耀，“忠勤祠”则刻画了
他们的政治品性。尽忠职守，王
家为大明朝勤政戍边，由此打
压到清王朝的崛起，最终付出
几乎灭门的代价。及清朝百废
待兴，王家余脉再度跻身仕途，
清正廉洁，才学出众，甚至得与
康熙结一世诗缘。

成功度过朝代更迭危机，
兴盛逾200年，王家的家庭教育
卓有成效。

新城王氏16世王淇已经85岁，但是依旧喜欢研读古书。

忠勤祠。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村民遥指四世宫保坊，对王氏家族的故事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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