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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霸（？—37 年），字君房，河南郡密县
（今河南新密东南）人，东汉初年名臣。侯霸
深得光武帝刘秀的器重和信赖，为东汉初年
的政权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成语“攀车卧
辙”和“笃志好学”都出自于《后汉书·侯霸列
传》。

笃志好笃志好 学学
据考，成语“笃志好学”出自《后汉书·侯

霸列传》：“霸矜严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产
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
春秋》，为元都讲。”侯霸学养丰厚，又正直无
私，声名遐迩。

汉成帝朝，侯霸被任命为太子舍人。
新莽政权建立以后，侯霸调任南阳郡随

县县宰（县令）。随县地域广袤，山峦起伏，江
河纵横，濒临湖泊，不法之徒多啸聚山林，结
伙为盗。他们勾结豪强恶霸，打家劫舍，欺男
霸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
历任官府束手无策。侯霸到任以后，深入百
姓之中，调查摸清盗匪团伙的来龙去脉，雷厉
风行，迅速组织起武装力量，分头捕捉山贼，
大张旗鼓地杀掉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头目，盗
匪受到震慑，随县境内渐渐恢复了清静太平。

随县缉盗安民为侯霸赢得了文武兼备明
于治乱的威名。

后来，侯霸被擢升为执法刺奸（新莽朝设
官名），刚正不阿，无所畏惧，特别是纠举豪强
权贵，从无丝毫忌惮。

不久，侯霸又迁任淮平郡大尹（太守），治
政有方，体恤百姓，贤良能吏的美誉不胫而
走。新莽政权倒台后，群雄割据，天下大乱，
侯霸安定全郡吏民，凭险据守。经过艰难苦
撑，终于使淮平郡在天下动荡之中安享清平，
使得全郡百姓免遭兵燹之祸。

攀车卧攀车卧辙辙
更始元年（23年），更始政权建立，更始帝

刘玄遣使者持诏书前往淮平，征召侯霸入朝
任职。

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潮水般蜂拥而来，
“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
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他们有的
横卧道路正中，以身体阻挡使者的车子前行；
有的手拉手组成人墙，表达对朝廷旨意的抗
议；更多的人呼啦啦跪倒一大片，请求使者回
复朝廷收回成命。

使者被这样的场面惊呆了。目睹此情此
景，他们对侯霸在淮平的深孚众望有了切身
的感受，担心众意难犯，也害怕一旦侯霸接受
征召，淮平郡会发生动乱，始终不敢把玺书授
予侯霸。出于稳妥的考虑，随即把遇到的情
况写成奏章，向朝廷汇报，请朝廷给予明确指
示。

恰在这时，更始帝刘玄失败，因道路不
通，奏章没能送出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股肱之股肱之臣臣
建武四年（28年），光武帝刘秀征召侯霸，

这时淮平已稳定多年，百姓安居乐业，没有再
次阻拦侯霸，他随后应诏前往寿春觐见。刘
秀一见侯霸便欣喜异常，当即任命他为尚书
令。

当时，东汉政权建立不久，百废待兴，“时

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
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
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
也”。刘秀对侯霸的器重和信赖由此可见一
斑。

建武五年（29年），侯霸代替伏湛任大司
徒，封爵关内侯。侯霸在职期间，明察事理，
坚持正义，奉公无私，鞠躬尽瘁，为东汉政权
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死封列死封列侯侯
建武十三年（37年）正月，侯霸病逝。光

武帝刘秀闻讯，十分悲伤，亲自前往吊唁。
刘秀在颁赐的诏书中沉痛地说：“大司徒

侯霸广积善行，一贯清明廉洁，堪称百官表
率。秉公任直，在职处理政事九年。依据汉
家旧制，在任命他做丞相的时候，就应当同时
封为列侯。可是我因军务繁忙，一直在外领
兵征战四方，使功臣没能得到及时封赏。根
据以往常例，封赏忠臣的规矩是不可逾越的，
可惜没来得及封爵，侯霸便突然去世。我实
在为之惋惜悲痛！”

于是，刘秀降诏，追封赠谥侯霸为则乡哀
侯，食邑2600户。由侯霸的儿子侯昱袭封爵
位。

侯霸逝世的消息传到淮平郡，当地吏民
哭声一片，人们自发地为他建起祠堂，一年四
季前往祭祀的人群络绎不绝。

读《后汉书·侯霸列传》，一个笃志好学、
孜孜无倦、忠贞爱民的为政者形象赫然在
目。《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张之
间的对话：“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
之以忠。’”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
实。侯霸宦海一生，无论是主政一方，还是立
身朝堂，也无论是身负何职，都干得风生水
起，政绩卓然。特别是他在淮平郡太守任上，
当使者持诏书征调其入朝任职的时候，当地
百姓闻讯竟自发地蜂拥而至，攀车卧辙，万众
遮途，恳乞侯霸继续留任淮平。

有了这感人至深的一幕，侯霸这个太守
当得怎么样，他又是如何勤政爱民，如何忠
于职守，如何持身清廉，如何公正无私，如
何造福百姓等等，所有这一切话语都成为多
余。

逝者如斯。尽管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作为一种为政理念却
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一种孜孜以求坚持不懈
的崇高追求，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
精神，也是一种志存高远乐以忘忧的高尚境
界。 刘立祥 据《学习时报》

百姓攀车卧辙乞留任的太守
历史上“忠而见疑”的不公平现象时

有发生，这是由于决策者在听取言论的时
候，受到了舆论的左右尤其是谗言的影
响，对所信赖之臣产生质疑。刘邦雄才伟
略，其谋臣陈平足智多谋，但当刘邦听到
对陈平的质疑时，还是对陈平产生了怀
疑；英明的汉文帝，其将魏尚如此忠诚，被
人诬告时，也差点丢了性命。

《尚书》中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疑谋勿成，百志惟熙。”意思是说，任用贤
才勿存疑心，去除奸佞不要犹豫不决。心
中怀有疑虑，有好的谋略也不会成功。这
就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要么不用，用而信之。

有一种“信”是在将领实权在握、功高
震主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对其信赖有
加。汉光武帝刘秀手下有一个叫冯异的
将军，作战有功，为人谦虚，论功时常坐大
树之下以避功赏，人称“大树将军”。冯异
手握重兵，在关中作战时，被人诬陷其挟
威自重，刘秀却给予冯异无比的信任：“将
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
何疑，而有惧意？”

有一种“信”是在对政治谣言充斥于
某人身上，统治者仍然对其信赖有加。诸
葛亮的亲哥哥诸葛瑾躲避战乱到江东，受
到东吴孙权赏识，被委以要职。当其弟诸
葛亮为刘、孙联合之事来到东吴，爱惜诸
葛亮才华的孙权希望诸葛瑾能通过各种
办法将诸葛亮留在东
吴，为其效力。诸葛瑾
回答孙权，虽然自己与
诸葛亮是亲兄弟，但是
诸葛亮选择刘备，自己
选择东吴，君臣名分已定，都不会背叛自
己的事业。孙权表示理解，进而增强了对
诸葛瑾的钦佩。后来，诸葛瑾奉命到益州
去见刘备，与其弟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
无私面”，以示其忠。再后来，孙刘联盟破
裂，刘备率大军讨伐东吴，诸葛瑾写信给
刘备，责备他不该为报关羽之小仇，而破
坏孙刘联盟，放弃恢复汉室大业。此时，
政治谣言四起，说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
哥，有这个身份，还派亲信与刘备联系，有
可能投降刘备。孙权表示出对诸葛瑾的
莫大信任：“孤与子瑜（诸葛瑾）有生死不
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
也。”然而，对诸葛瑾可能投降的谣言仍然
不止。东吴主持对蜀作战的大将军陆逊
明确希望孙权再次表态，以消除谣言。孙
权致信陆逊：“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
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
言。”同时，孙权亲自给诸葛瑾写信，以示
信任。随后，孙权对诸葛瑾始终予以信
任。胡三省评价此事说：“观孙权君臣之
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
有江东也。”

有一种“信”是在过去有政治积怨的
情形下，统治者仍然对其信赖有加。赵匡
胤在没有当皇帝前投奔随州大将董宗本，
董宗本让其子董遵诲与赵匡胤交游。董
遵诲虽然很有才华，但是性格粗鲁、做事

鲁莽，常因小事辱骂赵匡胤。赵匡胤不堪
其辱离开董宗本。等到赵匡胤登基当了
皇帝后，为国选才，不计前嫌，打算录用董
遵诲，使其为国效力。当董遵诲得知赵匡
胤在寻找他，非常害怕，担心赵匡胤找其
算账，打算自杀。董遵诲之妻告诫他，等
你见了赵匡胤后，看看情况，再做决断，堂
堂大宋皇帝，还会为小事忌恨你吗，说不
定还会因祸得福呢。董遵诲打消自杀念
头，去京城见到赵匡胤，叩头请罪。果如
董遵诲妻子所料，赵匡胤不仅没有责怪
他，反而设宴款待，畅叙友情，只字未提过
去不愉快之事，且委以重任，任命他为驻
守西部边关的将军。董遵诲为报知遇之
恩，上任后，严守边关，屡立战功。

有一种“信”是在遭遇抨击甚至处
于对立关系之时，统治者仍然能够对其
进行嘉赏。一代女皇武则天治理天下的
气象被赞为有贞观遗风，其对有才之人
的信赖颇值得称道。武则天的胸怀和格
局影响了其下大臣的行事风格。武则天
时期有两个名臣，一个是狄仁杰，一个
是娄师德。狄仁杰能够成为武则天时期
的宰相，离不开娄师德的推荐。等到二
人在朝中同为朝臣，狄仁杰“颇轻师
德”“频挤之外使”，而受轻视、被排挤
的娄师德没有表示出怨恨、愤怒的意
思：“师德知之而不憾。”洞悉群臣心态
的武则天叫来狄仁杰并且向他提问：“师

德贤乎？”狄仁杰回答：
“ 为 将 谨 守 ， 贤 则 臣 不
知。”武则天又问：“师德
知人乎。”狄仁杰回答：

“ 臣 尝 同 官 ， 未 闻 其 知
人。”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之用卿，
师德实荐也，亦可谓知人矣。”随后，武
则天“因命左右取筐箧，得十许推荐
表，以赐梁公（狄仁杰）”。听了武则天
的言语，看了娄师德推荐表后，狄仁杰

“大惭而退”，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
所容，莫窥其际也。”娄师德的高明之处
在于能够宽容狄仁杰所为，实为朝廷存
留一个能干之臣；狄仁杰的自我忏悔亦说
明娄师德没有看错人。如果娄师德因为猜
忌质疑狄仁杰，唐朝有可能失去一个贤良
之臣。幸运的是娄师德选择了对狄仁杰
的信任，没有选择邀功，没有选择发出
埋怨之言，可谓聪矣。

石志刚 据《学习时报》

任贤勿疑

说起南宋理学家朱熹，几乎无
人不知，但说到另一位理学家蔡元
定，熟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然
而，蔡元定却是朱熹最佩服的人之
一。当初，蔡元定问学于朱熹，对
谈数语，朱熹立即惊呼：“此吾老
友也，不当在弟子列！”佩服之
情，溢于言表。

蔡元定少年聪颖，八岁能诗，
日记千言，过目不忘，堪称神童。
他从小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及长，
结庐家乡建阳县（今福建南平）西
山绝顶，以蔬果野菜为食，忍饥挨
饿，埋头苦学，著有 《原辩》《律
吕新书》《八阵图说》《皇极经世》
等书多部，终成一代理学大师。

这位被朱熹初次见面就惊呼为
“老友”的人，不仅著作等身，学

问深厚，而且在南宋那些学富五车
的大师级人物之中，他是最特立独
行的一个。为什么？他好学问，却
不好做官。

蔡元定与朱熹，一个结草庐于
建阳西山，一个建精舍于建阳考亭，
近在咫尺，常常对榻讲论诸经奥义，
每至午夜时分。他们广博而深厚的学
问，吸引着各地的学子云集，蔡元定
也随之声名远播。当时的太常少卿尤
袤、秘书少监杨万里，在了解到蔡元
定的学问后，联名将他推荐于朝，朝
廷随即下诏召他做官，蔡元定却称病
坚辞。而且，为了躲避外界的骚扰，
表达不为世俗利禄所诱惑的决心，他
正式筑室于西山，作为读书和隐居的
终身之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朱熹

晚年，卷入了外戚韩侂胄和宗室赵
汝愚的政治斗争，韩侂胄得势后，
为打击政敌，开启了“庆元党禁”，
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遭到罢官
去职的处罚。朱熹门生学友，牵连
甚广，一介布衣的蔡元定也难逃厄
运，因他常在朱熹左右，终于于庆
元三年 （1197），“有幸”获得朝廷
定性的一个“羽翼之罪”，平民之身
的他，被流放到南蛮之地的道州
（今湖南道县）编管。

蔡元定不仅是个特立独行的学
者，更是一个坦荡率性的诗人。当
时，朝廷下发了判决文书，州官县
吏闻风而动，追捕甚急。而蔡元定
呢？“不辞家即就道”，竟然连家人
都不打声招呼，就赶往三千里外的
道州。朱熹得知后，率数百门徒为

他饯行。那些平日里因学问交流而
建立了深厚师生情谊的学子们，见
蔡元定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愤
慨者、叹息者甚至悲泣者不少，蔡
元定却泰然自若，“不异平时”，连
朱熹都不禁感叹连连。

蔡元定看到弟子师友们一片悲
戚，当场赋诗一首道：“天道固溟
漠，世路尤险巇。吾生本自浮，与
物多瑕疵。此去知何事，生死不可
期。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轻
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
学，此心天所知。”他不但自己无
怨愤之悲，反而安慰同道们：“执
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其内心
的坚强和胸怀的坦荡可见一斑。尤
其一句“断不负所学，此心天所
知”，表现出了一代学人何等的自

信！让人感慨，令人动容。
吟诗完毕，蔡元定慷慨上路，

年过花甲的他，辗转数月，步行三
千里赶赴道州，直走到双脚流血。
来到道州后，气候不适，身体多
病，蔡元定身心俱受摧残，但他依
然继续读书，继续著述，继续讲
学。第二年秋，蔡元定终因贫病交
加，逝于道州，终年64岁。

蔡元定在给自己的儿子们的信
中教育他们说：“独行不愧影，独
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而这，与其说是教育后代的勉励之
语，毋宁说是他自己的写照，不怕
嘲笑、不怕误解、不怕屈辱、不怕
打击，他自坦荡磊落，且执著于学
问追求，心无旁骛，至死不渝。

晏建怀 据《学习时报》

独行不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