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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校流行“夸夸群”。据说不管是谁，不
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不管是挂科了还是失恋
了，只要打开手机或电脑，在夸夸群里一倾诉，马
上就会有一堆群友冲上来夸你，夸得你天上少
有、地上无双，夸得你精神焕发、雄心再起……

火力如此密集的夸奖，其实古人也经历过，
例如宋朝的文学家、政治家兼改革家王安石。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
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跻身于“唐宋八大
家”的另一位文坛大腕曾巩是他至交，两人结
识于青年时代，刚见面就成了铁哥们儿。曾巩
给王安石写诗，大意是说：我的言语和喜好比
较不合群，只有你能够理解我，世界这么大，只
有你跟我志趣相投，希望我能跟你一起快快乐
乐地归隐山林，写文章歌颂最美好的时代。

很明显，这是一首夸王安石的诗。
曾巩夸王安石，不仅当面夸，还向别人夸。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给朝中大佬蔡
襄（北宋书法家、政治家，蔡京的堂兄）写信，信
末专夸王安石，翻译成白话文：我的朋友王安
石，文章非常典雅，人品非常高尚，如今他已考
中进士，但是知道他的人还很少。他太低调，不
愿意毛遂自荐，可他的学识和才能真是古今少
有。在当今这个时代，普通人才缺一千缺一万都
不要紧，但是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如果得不到
重用，那可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我希望您能把
他举荐给朝廷，让他有机会匡扶天下。我把他的
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随信寄给您，您看过他的
文章之后，就知道我对他的夸奖不含丝毫水分。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又给另
一位大佬欧阳修写信，信末又是专夸王安石，
与他向蔡襄夸王安石的路子一模一样，连用
词都是雷同的。例如“文甚古”“居今知安石者
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如此人，古
今不常有”“其有补于天下”等等，都是他以前
用过的词儿。这就好比网上那些试图用收费

夸夸群赚快钱的商家，为了省事儿，将夸人的
话语批量发给他们低价雇来的水军，让水军
复制、粘贴、点发送，把进群买夸的客户夸到
恶心为止。当然，曾巩与所有夸夸群的群主都
不同，他不收费，并且只夸王安石一个人。

王安石能推行变法王安石能推行变法
““夸夸群夸夸群””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他听了曾巩对王安
石的夸奖，又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也是
大加赞赏。1054年，欧阳修给宋仁宗写奏章夸奖
王安石，请求仁宗皇帝破格提拔。1056年，欧阳
修又给仁宗写了一篇奏章，夸王安石文章好，人
品也好，不贪图富贵，不屈从权贵，又在基层干
过很多年，特别熟悉民情，工作能力特别强。

在欧阳修向宋仁宗夸奖王安石之前，比
欧阳修官级和威望还要高的大臣文彦博也夸
过王安石，说他不走后门，不追求官位，是官
场的一股清流，希望朝廷予以提拔，让王安石
成为标杆和模范。

除了曾巩、欧阳修、文彦博之外，王安石当
地方官时的老上司韩琦，当京官时的老上司包
拯，以及王安石的同年进士兼亲家吴充，以及
王安石年轻时的好友兼同事司马光、范镇、韩
维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夸过王安石。其中韩维
是宋神宗当太子时的秘书，经常在神宗跟前夸
奖王安石的才干，每当神宗说“你这个方案很
不错”的时候，韩维就答道：“这不是我想出来
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想出来的。”所以宋神
宗即位以后，马上重用王安石，随后又听从王
安石的建议，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也就是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宣麻拜相，
之所以能够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跟那么多
人在皇帝跟前夸他是分不开的。

苏洵化身苏洵化身““苏怼怼苏怼怼””
大骂王安石大骂王安石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夸王安石，也有

人骂他，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苏洵骂王安石，骂得很早，那时候王安石

只是一个中等官员，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变
法倾向，还没有触动所谓保守派的利益，更不
可能因为变法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危
害。苏洵骂王安石，与政治见解没有关系，纯
粹是因为看王安石不顺眼。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仁宗嘉祐
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在京城开
封参加进士考试，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苏洵却
落榜了。那时候，苏洵已经48岁，在此之前已
经参加过好几次进士考试，次次都落榜，所以
他很沮丧，很灰心，想绕过科举，通过官场推
荐的捷径免试当官。他向元老重臣文彦博上
书，向另一位重臣富弼上书，向文坛领袖欧阳
修上书，希望这些大佬读到自己的文章，欣赏
自己的才华，进而得到一官半职。

除此之外，他还不停地著书立说，揣着自
己的作品参加开封文坛的各种聚会，一逮到
机会就请人“斧正”，其中就碰到了王安石。王
安石天性耿直，认为苏洵的作品迂腐可笑，大
而无当，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屑。这下把苏洵惹
恼了，从此怀恨在心（参见《三苏年谱》第一

册）。公元1063年，王安石的老母亲在开封病
逝，京城名人都去祭拜，只有苏洵不去，还写了
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说王
安石吃的是猪食和狗粮，长了一张囚犯的脸，注
定不会有好下场。几年后，王安石变法，苏洵已
经去世，保守派将这篇《辨奸论》批量印刷，广为
散发，用死去的苏洵做先锋来攻击王安石。

宋朝选官制度独特宋朝选官制度独特
催生催生““夸夸群夸夸群””

王安石的格局要比苏洵大得多。苏洵一生
都没有考中进士，经过欧阳修多次举荐，年过
五旬才得到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小乌
纱帽。王安石呢？少年成名，仕途顺利，22岁中
进士，26岁当知县，49岁当副相，50岁当宰相。
成名前被很多人夸，变法时被很多人骂，但他
对夸赞和毁骂都不放在心上，既不讨好夸他的
人，也不打击骂他的人。好朋友曾巩夸过他，他
执政后并不提拔曾巩，因为曾巩反对变法；文
彦博、韩琦、欧阳修不仅夸过他，而且提拔过
他，他执政后却将这些大佬赶出朝廷，因为大
佬们反对变法；司马光、范镇、苏辙和小官郑
侠都骂过他，他也从来不怀恨，还为郑侠开脱
罪名，只是对这些在道德上同样优秀的贤人
君子始终不理解他的政治主张而感到遗憾。

平心而论，王安石其实也有很大的性格
缺陷，他过度自信，自信到了刚愎自用的地
步；他理想主义，以至于丝毫不懂得妥协和渐
进的妙用。所以他失败了，并在失败之后受到
了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扑。他的激进改革和
司马光的激进反扑都是一心为国家谋福利，
但他们都为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

最后再补充一点，宋朝选官制度比较独
特，将科举和荐举糅为一体：一个人考中了
进士，还要再参加相当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

“铨试”，而铨试前需要获得三名以上在职官
员的点赞和举荐；一个低级官员想成为中等
官员，需要参加“朝考”，而朝考前又要获
得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所以
呢，每个官员都被其他官员夸过，夸夸群在
宋朝官场其实到处都是，并不仅限于王安石
和他的朋友圈。 （李开周）

欧阳修七次申请退休

当王安石掉进夸夸群当王安石掉进夸夸群

欧阳修 61 岁那年，向皇帝申请提前退
休，皇帝没有批准。他继续申请，皇帝又不批
准。他锲而不舍地连续申请了六次，皇帝始终
都没有批准。直到65岁那年，欧阳修第七次
申请，这回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许可，回安徽亳
州养老去了。

大家想必会奇怪，欧阳修申请退休时都
六十多了，怎么还叫“提前退休”呢？

原因很简单：宋朝公务员的法定退休年
龄比较晚，年满70岁才可以退休。事实上，不
仅是宋朝，整个古代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都
是 70 岁。《朝野类要》上说：“士夫七十而致
仕，古之通例也。”欧阳修申请退休和恩准退
休时都不到70岁，所以他是提前退休。

欧阳修退休那年是宋神宗熙宁四年
（1071年），在得到皇帝的批准之前，他给儿子
欧阳发写过一封家书，欧阳修在这封信里告
诉儿子，他身体很好，不用挂念，让儿子好好
装修他在亳州买下的房子（信中提到“屋下生
活”，那是宋朝人对装修的俗称），他在四月十
九日提交了第七份退休申请书，只要皇帝一
批准，他马上就回去，再也不出来做官了。

欧阳修之子撰文猛夸老爹的高风亮节欧阳修之子撰文猛夸老爹的高风亮节
欧阳修死后，欧阳发撰写《先公事迹》，对

他多次申请提前退休这一点大加赞誉，翻成白
话文就是说：先父在亳州做官时，仅仅61岁，
就六次上表申请退休，可是皇上爱惜他，不放
他走。后来他又去蔡州做官，又一次申请退休，
皇上才满足了他的心愿。先父身体很好，年迈
体不衰，本来可以再做几年官的，但他急流勇
退，不贪权位，风格高尚，是最近几百年来少有
的典范，全国的公务员都表示敬仰和赞叹。

欧阳发是欧阳修的儿子，儿子夸爹是应
该的，但他夸得过了头。实际上，宋朝申请提
前退休的官员并不少见，欧阳修绝对算不上

“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据《宋史·王彦超

传》，北宋开国元勋王彦超也申请过提前退
休。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宋仁宗时的宰相
韩亿和韩亿的儿子韩绛都提出过同样的申
请，其中韩绛59岁那年就申请了，比欧阳修
更早。还有宋朝最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王安
石，56岁时辞去相位申请退休，一年后被宋神
宗重新起用，58 岁时再次辞去相位，做了闲
官，60岁时辞去一切职务，正式宣告退休。

在宋朝士大夫的主流舆论中，提前退休
确实是一种能在道德上闪闪发光的美好行
为。第一，提前退休证明不贪恋权位和俸禄；
第二，提前退休可以给年轻人腾出上升空间；
第三，年纪一大，耳聋眼花，精力和记忆力都
会减退，容易渎职，不如趁着还没有老糊涂的
时候，潇潇洒洒地告别政坛。欧阳修就明白这
个道理，他曾经对年轻人说：我欧阳修一辈子
没犯过大错，早退休早安心，岂能等到被人赶
下台的那一天？那多丢人啊！

退休前后待遇差别极大退休前后待遇差别极大，，很多官员不愿很多官员不愿
意退休意退休

可是也有很多官员不愿意提前退休，甚
至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还占着位置不撒手。

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 记载，宋太
祖时期的大理寺卿剧可久年过七十，还不退
休，把宋太祖惹恼了，将其连降两级，并强迫
他退休。《宋史·张士逊传》记载，宋仁宗时期
的宰相张士逊77岁还没退休，惹恼了一群谏
官，说他年老无耻，拿政府机关当成“养病之
地”。宋神宗时期的宰相曾公亮74岁没有退
休，被人写诗讽刺：“老凤池边蹲不去，饥鸟台
上禁无声。”意思是说曾公亮占位太久，堵住
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

宋人笔记《贵耳集》用一句诗评价北宋官
场：“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一
群士大夫自命清高，见面都说自己要提前退
休，归隐山林，结果光说不练，没见他们有谁
真的归隐。这说明像欧阳修那样申请提前退
休的官员是非主流，到了年龄还不愿退休的
官员才是主流。

为啥大多数官员不愿意退休呢？这跟宋
朝公务员的待遇有关系。

众所周知，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高
薪养廉的朝代，宋朝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是空
前绝后的高，高到了非常吓人的地步。无论是
知府、知州、提刑、转运使、按察使等地方官，

还是尚书、侍郎、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等京官，一年的俸禄都能买下几百亩农田。
除了俸禄之外，这些官员还有“餐钱”“贴职
钱”“薪炭钱”“公使钱”等等补贴，其中“公使
钱”主要是官员的招待费，花不完可以装进自
己腰包。朝中近臣为皇帝写诏令，写春联，为
皇帝讲诗书，给太子当伴读，每次都有丰厚的
赏赐，赏赐所得甚至可以超过他们的俸禄。

可是退休之后呢？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呢？
据宋人笔记《独醒杂志》记载，北宋初年，官员
一退休，一般停发俸禄，后来少年皇帝宋仁宗
即位，章圣太后垂帘听政，才有了退休金制
度，按照退休前工资减半发放。至于退休前那
些赏赐啦、补贴啦，统统都没有了。

咱们还拿欧阳修举例，看看退休前和退
休后的待遇有多大区别。

欧阳修退休前是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
蔡州知府，每月俸禄55贯，外加“贴职钱”80
贯、“公使钱”100贯、“薪炭钱”3贯，每年又有
10匹绫、30匹绢、50匹绵的“衣赐”，此外还有
1500亩的“职田”，可以让他租给佃户耕种，每
年有大笔田租进账。将这些收入按照当时铜
钱的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年收入大约相当
于400万元。

等到退休以后呢？贴职钱、公使钱、薪炭钱
和衣赐都没了，职田被朝廷收回了，只剩下按
俸禄减半发放的退休金，每月不到30贯，按购
买力折合人民币2万元，年收入则是24万元。

退休前年薪400万，退休后年薪24万，收
入差别如此之大，大多数官员当然不愿意退
休，申请提前退休的欧阳修当然会成为风格
高尚的典范。
北宋中后期北宋中后期，，皇帝想方设法诱导官员退休皇帝想方设法诱导官员退休

大家都知道，宋朝“冗官冗兵”也是出了名
的，朝廷要养活庞大的军队和大量的在职官员，
财政负担极其沉重，所以宋朝皇帝希望那些能
力平庸的官员尽快退休，既减轻财政负担，又能
让公务员更新换代，让政治机器充满活力。

北宋初年，冗官冗兵的现象还不太严重，
皇帝对官员退休的问题还不太重视。到了北
宋中后期，皇帝已经开始着手诱导和逼迫一
些官员退休了。

宋朝皇帝诱导官员退休的方法很巧妙：
文武官员年满七十，可以退休，主动申请退休
者可以领退休金，还可以让一个儿子得到免

试为官的机会。如果到了年龄还不申请退休，
则听从监察部门检举揭发，不但没有退休金，
儿子也不能免试为官。不过，工作能力特别突
出、皇帝特旨挽留的官员除外。

宋仁宗为主动退休的官员加过一道恩
旨，近臣退休以后，除了退休金以外，每年寒
食节还有一些实物补贴。宋神宗也为主动退
休的官员加过恩旨，九品以上的退休官员，如
果在职时立有战功，比照在职时的工资标准，
全额发放退休金。

待遇大幅提高待遇大幅提高，，南宋申请提前退休的官南宋申请提前退休的官
员更多员更多

到了南宋，宋金和议达成以后，朝廷手里
有了钱，对退休官员更是优待。第一，凡主动
申请退休且在职时没有被记大过的官员，退
休时的品级提升一级，按照提升后的俸禄减
半发退休金；第二，五品以上官员退休后，一
般还能得到一个“提举某某宫”“提举某某观”

“提举某某祠”的虚衔，官衔是虚的，不用去某
宫某观上班，但俸禄却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可
以全额领工资。南宋大诗人陆游中年被撤职，
在绍兴老家宅了好多年，靠什么养活他那七
个儿子呢？靠的就是“提举某某观”这种虚衔
给他带来的收入。

正是因为南宋官员退休之后待遇高，所
以主动申请退休的南宋官员要比北宋多得
多。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记载，当时人们在参
加科举考试时往往瞒报年龄，本来20岁，报
成17岁，以免将来考到60岁还考不中进士，
就算最后考中也做不成官了（宋朝年过六十
的进士不许做官）。这些人中了进士，做了官，
实际年龄到了70岁，档案年龄还是60多岁，
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就向朝廷解释，说自
己实际年龄已经够了，请求皇帝恩准退休。

洪迈举了两个例子：江东提刑李信甫实
际年龄70岁，档案年龄65岁，申请退休，得到
恩准，皇帝向他承诺：等他档案年龄够70岁
的时候，再给他加一个“提举某某祠”的虚衔，
让他多领一些退休金。一个名叫齐庆胄的官
员，实际年龄70岁，档案年龄67岁，也申请退
休，得到了恩准。

既然档案年龄不该退休，皇帝为什么恩
准这些官员退休呢？还是因为冗官太多，负担
太重，多一个官员退休，就能减轻一份负担。

（李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