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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传家门毓秀，博爱处世人长久。”纵览中
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
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除了天资
禀赋外，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家风，无疑也是他们
成长的重要基石。

最好的家教是言传身教

子女是父母的影子，从子女身上，总能看到父
母曾经的模样。

三苏家学源远，祖籍赵郡（今河南赵县），后迁
至河北栾城，唐朝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被贬为
眉州刺史，其后代遂定居于眉山。至苏洵出生
（1009 年），已历三百余年。

苏轼的曾祖父苏杲，善于生产经营，但他从不
聚敛财富，一直到死，家里的田地不满两顷，房屋
破旧了也不修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可他帮助
别人毫不吝啬，经常拿出粮食、衣物救济贫困乡
邻，且做了好事从不张扬。

苏氏家族再度兴起的重要人物，是苏轼的祖
父苏序。明郑瑄《昨非庵日纂》记载，苏序曾言：“吾
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希望子孙读书做官，
而不希望子孙经商致富。后来苏洵的哥哥苏涣 24
岁高中进士。在其影响下，苏洵“窃有志于今世”

（苏洵《上富丞相书》），晚年也凭荐举踏入仕途。苏
轼兄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双双高中进
士，达到了苏氏家族科举求仕的顶峰。苏涣子孙
辈、苏洵的孙子辈进入仕途者也不在少数。

苏序为人仗义，性情上还多了几分疏达不羁
的豪侠之气。有一年饥荒席卷眉山，苏序开仓无偿
救济饥民，颇受乡民们称赞。

到了苏洵这一代，其妻程氏更是发挥了出色
作用，作为贤母，后世将其与孟母、岳飞母亲一起
并称为“三大贤母”。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
名门世家，父亲程文应进士出身，官至大理寺丞。
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不仅生活富足，而且自
幼喜读诗书。程夫人知书达理、端庄贤淑的性格，
在苏轼、苏辙两兄弟成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史《苏轼列传》，开篇就讲了一个程夫人育
子的故事，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苏东坡十岁的
时候，父亲外出游学，母亲程夫人亲自担任老师，
教其读书，凡讲到古今成败之事，总能说出其要害
本质。一天程夫人在读到东汉史《范滂传》时感慨
不已，一侧的苏东坡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
同意赞许吗？”程夫人听此言后说：“你如果能成为
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
亲吗？”从那时起，苏东坡就发奋进取，博阅群书，
心怀天下。

在苏轼兄弟回忆母亲的若干文章中，满满都是
母亲教育儿女的生动案例。《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
先夫人不残鸟雀》和《异雀》中，都记载了程夫人教育
他们兄弟姊妹的故事。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由
衷赞美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
家！”程夫人以辛劳、贤德和智慧，成就苏氏父子三
人，令司马光惊叹：“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最好的学区房是家中书房

今天的父母在培育子女问题上，往往舍本逐
末地盯着天价学区房，却忽视了家中的书房建设。

北宋时的西蜀眉州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乡，
这里民风淳朴，男女老幼都好学习，都要读书用
礼。眉山城里有一处“孙氏书楼”闻名天下，始建于
唐玄宗开元年间，创建人是眉山读书人、藏书家孙
长儒。从开元到唐僖宗光启年间，孙家的藏书楼越
建越大，成了全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唐僖宗亲题
“书楼”褒奖孙氏。北宋印刷术发达，眉山因为诗书
之风很盛，成了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之乡（杭州、建
阳和眉山）之一。

在苏东坡求学赶考的年代，眉山城中的学子、
士子有上千人。同年赴京赶考的学子 50 多人，考
中进士的有 13 人。两宋时眉州出的进士上千人，
有名有姓者达 886 人。难怪宋仁宗会如此惊叹：
“天下读书人皆出眉山。”陆游则称赞眉山的诗书
奇观：“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在家乡如此浓厚的学风影响下，眉山的苏氏
家族自然对培养孩子们读书成长尤为用心。苏洵
的二哥苏涣、岳父程文应都是进士出身，世代书香
门第，家中藏书甚丰，苏氏兄弟自幼就受到良好的

启蒙教育。
苏洵引导两个儿子看书学习的方法总是不走

寻常路，却往往会收到奇效。比如藏书，对一些好
书奇书，苏洵自己看后故意藏起来，引得苏轼兄弟
二人因为“猎奇”而偷来看。或者以奖励的方法，鼓
励兄弟俩读书并提问。又如抄书，他让二人以抄书
来读书，规定古籍经典须抄一遍阅一遍。这种学习
方法，苏轼日后也用来教育三个儿子。还有游学，
苏洵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坚定践行者，
他也经常带着两个儿子走访名师高仕。

尽管自己屡考不第，但在教育两个儿子写文
章上，苏洵却颇为得法，他知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
阳修在大力改革文风，而自己也不喜欢华而不实
的风格，于是将写作经验倾囊相授：写文章要有自
己的真知灼见，切不可因袭他人；要“言必中当世
之过”，像五谷能充饥、良药可治病一样，能解决实
际问题。并且，他经常和两个儿子一起搞同题作文
比赛，以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并通过不同视角的
探讨交流，共同提高写作水平。现存的三苏同题

《六国论》十分值得一读，可谓各有千秋，各抒己
见。《南行集》和《南行后集》中，同题材的诗作也
不少。

最好的家训是有规可训

苏氏一门笃厚的家训家风，既有一代代润物
无声的传承，也有一代代先祖苦心孤诣的经营和
引导。

为东坡兄弟俩取名（当时两兄弟都是先有小
名，及至读书时才正式取名），苏洵用心良苦。《名
二子说》中，他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
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
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
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
矣。”知子莫如父，苏轼性格外露，父亲担心他在社
会上生存口无遮拦，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苏辙性
格沉稳，却是十分让人放心的。

不仅如此，三苏皆留下大量与家风家教相关
的文字、诗词。

苏洵撰有《苏氏族谱》一卷，概述了苏氏家族
的起源发展，记述苏氏先祖的嘉言善行，教育后代
不忘祖宗先人，孝悌忠信、和睦友爱，继承和发扬
先辈优良传统。比如关于孝慈仁爱方面，苏洵在

《苏氏族谱亭记》中写道：“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
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
也。”在为人处世方面，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中
这样忠告后人：“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
朋友笃于信……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小家的修
为，族亲的家传，到兼济天下的义举，就这样一代
代地传承了下来。

从苏轼兄弟和妯娌对父母亲的孝顺也可见一
斑。嘉祐二年（1057 年），程夫人病逝，刚刚进士及
第的苏轼兄弟，即刻随父亲一起返回眉山，为母亲
守孝。嘉祐六年（1061 年），苏东坡以京官大理评
事的身份，到陕西凤翔任签判，本来苏辙也要外放
任职，因不能让老父亲独自在京，苏辙索性辞官不
做，与妻子史氏留在汴京照顾父亲。

治平三年（1066 年），苏洵病逝于京师，苏轼
兄弟又立即辞去官职，将其灵柩运送回眉山，为父
亲守孝。

兄弟俩的仁爱和孝心，子孙辈给予了很好的
回报，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尤其是乌台诗
案发生时，三个儿子均在不同时期陪伴在他身边，
度过艰难的时光。

苏轼也非常重视总结家族优良家风。他还通
过书信、诗文的形式，教育三个儿子和苏辙的几个
儿子，甚至还要写信问候苏辙孙子的学业情况，向
他传递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的后人深得其
风范。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皆恪守做
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东坡送别长子苏迈
走上仕途时，曾赠其一方砚台，砚底刻有铭文：“以
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
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迈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
史载其“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扑不得已而加之，
民不忍欺，后人仰之”。

在许多诗文中，苏轼还注意向子侄们传授做
学问的心得。要他们多读史书，从中得到教益；要

他们为学不要“趋时”，不要只是作为取得功名的
手段。

苏辙之孙苏籀曾撰录苏辙语录一卷，取名《栾
城遗言》“以示子孙”，也是苏氏一门家风家训的重
要组成部分。

最好的家风是两袖清风

“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的家传，对苏氏
家族而言，有着很好的传承，他们祖祖辈辈都乐善
好施，以义为利，非义不取。

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苏洵在京病逝，苏轼
兄弟带着父亲的灵柩回眉山丁忧。朝廷中的同事
纷纷凑出份子钱，以示悼念。英宗皇帝赠银一百
两，宰相韩琦、副相兼恩师欧阳修各赠银三百两，
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至少也是两三千两的
大数字。但苏轼兄弟意见高度一致：坚辞不受，唯
独提了个要求，希望皇上能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
老人未竟之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
丞，官六品。

短命的英宗当政不到五年就驾崩了，年轻的
神宗继位，希图通过改革恢复仁宗时的荣光，大胆
起用王安石变法。除了神宗的鼎力支持，王安石还
需要更多坚定的追随者、践行者，他向苏东坡兄弟
伸出了橄榄枝。但有着基层工作经验的苏东坡看
到了变法的一些危害，他用犀利的笔，写出了《上神
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论新法之不便，预言“今日
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
随之”。这样对新法立场鲜明而激进的反对，对位高
权重、大刀阔斧改革而主动示好未果的王安石而
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场灾难向苏东坡悄
悄靠近，但他浑然不知。

于是，在王安石铁腕改革中坚力量吕惠卿、
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等人操作下，神宗皇帝收
到了这样的弹劾奏折：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
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王
安石立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
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当
然，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很久也没有结果。
尽管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
感到在京处境的困难，只好坚决请求外补。很
快，朝廷就批准苏东坡通判杭州。

早在苏东坡兄弟刚科举入仕进入官场以来，
叔叔苏涣就谆谆教导他们，传授为政之方，苏辙在

《伯父墓表》中深情写道，“其为吏，长于律令，而
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苏涣
作为皇帝认可的循吏，是子侄们从政的榜样，在
他们身上播下了以民为本的种子。

后来，苏东坡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下了
八个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为官从
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

早在入仕之前，苏洵便把宋朝的开国皇帝
称为“圣人”。三苏父子希望通过统治者推行“仁
政”，实现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也让庶民百姓得
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总体上考察，三苏父子一
直以顺民和忠臣自居，努力把“忠君”和“爱民”
有机结合起来，协调起来。

千百年来，苏氏兄弟，尤其是苏东坡的美政
理念以及爱民忠君情怀，依然令人津津乐道：杭
州治理西湖，勇战疫情；密州捕蝗抗灾，收养弃
儿；徐州抗洪守城，寻找煤炭；惠州引泉入城，化
缘建桥；儋州改进民风，教化民众；八任太守三
次贬谪，无论是经手大工程大项目，还是面对老
百姓的柴米油盐等生计问题，均不见苏氏兄弟
的贪墨之处，反之慷慨解囊，拿出私人俸禄办百
姓的事……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例不
胜枚举，屡遭贬黜而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品质
为后世景仰。

最好的恩爱是兼济天下

纵观三苏父子各自的人生，陪伴他们的都
是可圈可点的优秀女性，正是她们在大是大非
前的冷静、家庭教育中的温情、日常生活中的担
当，才成就了三苏父子。

苏轼在杭州任太守时遇到瘟疫，他带头捐黄
金五十两，建成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妻子
王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贬谪惠州时，苏轼不能
签署公文，却见不得当地居民出行不方便，主动筹
款募捐修建了两座桥，不但自己捐，还发动弟弟一
家捐。苏辙的史夫人主动把朝廷以前赏赐的物品、
黄金捐献出来。苏轼《西新桥》诗自注云：“子由之妇
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

苏辙之妻史夫人比苏辙晚五年去世。苏辙
《寄内》诗说：“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
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昏晨定
省岁月短，五十还朝定何益。忧深责重乐无几，
失足一坠南海北。身居穽中不见天，仰面虚空闻
下石。丈夫学道等忧患，妇人亦尔何从得？”史氏
一生随苏辙升沉浮降，时谪筠州，时谪岭南，“忧
深责重乐无几”。

与三苏父子生死相伴的几位女性，有这样
一些共同之处：知书达理，明智、坚定，都很“正
能量”，都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决不投机取巧
的优秀品德；都能吃苦耐劳，无论丈夫、儿子顺
境逆流，都相依相伴不言弃。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个道理很
简单。一个家庭，无论男女，如果其凝聚力完全
受利益左右，一旦利益发生变化，家庭就会松
散，甚至破碎。因此，景仰三苏，远不仅仅是品他
们的诗、读他们的文，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
的为人，同时也不妨景仰那些成全了三苏、具有
高风亮节的女性。

最好的牵挂是兄弟同契

北宋是文人辈出，星河灿烂的时代，曾经有
本杂志做过这样的问卷调查：如果可以穿越，你
愿意回到哪个朝代？北宋无疑高居榜首。在北宋
的历史星空中，有好多“双子星座”兄弟，比如程
颢和程颐，曾巩和曾布，蔡京和蔡襄，王安石和王
安礼、王安国，但兄弟间发自心底的政见相同，同
进退共患难，却没有哪一对能超过苏轼、苏辙
兄弟。

更有意思的，兄弟两人的性格，按我们固有
的思维，却发生了错位：哥哥东坡个性鲜明、旷
达洒脱、疾恶如仇又不拘小节，颇具浪漫情怀；
而弟弟子由却性格内敛沉稳，为人随和练达。从
行事的方式与为人的性格上看，苏东坡更像是
弟弟，而老练深沉的苏子由倒像是哥哥。终其一
生，在经济上，往往是勤俭节约的弟弟帮助花钱
大手大脚、且醉心公益的哥哥。

对苏辙来说，苏轼不仅是兄长，还是老师。青
少年时期一起在老家眉山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
光，在苏辙的眼中是这样的：“昔余少年，从子瞻
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

入仕后，兄弟二人聚少离多，只有为父母丁
忧的近六年和当京官的九年时间在一起。但两
兄弟从未中止过联系，诗文唱和伴随着他们的
一生。二人一生仅诗词交流就达二百多首，那些
诗词佳句，是他们兄弟情深的明证，也是研究宋
史的宝贵资料。

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始于刚入仕时的公
元 1061 年，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苏
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通官，为陪伴在京城为官
的父亲而辞职不就。子由为兄嫂送行，送了一程
又一程，直到离开开封一百四十里的郑州，兄弟
二人才生平第一次分开。东坡在郑州城西门外，
看着年少的弟弟在雪地上骑着瘦马孤独而返，
百感交集，直到弟弟的身影消失在古道尽头，东
坡才启程动身。

在这几年的信件往来中，苏东坡写出早年
的千古名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也是在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中，苏东坡第
一次在诗句中提到了两兄弟毕生的追求和向
往：“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从嘉
祐六年（1061 年）兄弟俩初次分手，到建中靖国
元年（1101 年）东坡去世，长达 40 年的岁月中，
“夜雨对床”萦绕在二人心中，成为他们人生沉
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约定。有人做过大数据统
计，苏氏兄弟一生有 13 次大的分离，在诗词唱
和中，16 次提及“夜雨对床”。

乌台诗案时，苏辙从驸马王诜处得到消息，
派人快马加鞭赶到苏轼刚上任的湖州通风报
信，并积极展开营救。他向朝廷请愿：只要能为
兄长赎罪，愿免一身官职。在监狱中，自感来日
不多的苏东坡心情十分低落，给子由写了两首
诀别诗，把一家十口都托付给弟弟照顾，“与君
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轼出狱以后，
苏辙前去接狱，特捂其嘴，以示三缄其口。最终，
苏辙的处理结果是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

在两兄弟被贬黄州与筠州的四年间，诗文
往来不断，也是佳作迭出的高产期。苏辙在筠
州因为喝酒过度犯了肺病，苏轼写诗相劝。听
说苏辙在筠州与官长不和，恐被革官，苏轼写
诗劝他不必太委屈自己，实在不行回黄州，兄
弟俩一起在东坡耕地。在艰难的时局中，苏氏
兄弟就这样相互支持勉励，渴望守得云开见
天日。

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期届满，即请调至密
州，就是因当时苏辙正任职济南，两兄弟可以
多联系走动。密州是贫穷之地，与富庶的杭州
无法相比。到了密州，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
苏轼心中感触万千，公元 1076 年的中秋之
夜，他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
喟叹。

公元 1097 年，苏轼被贬谪于海南儋州，苏
辙被贬谪于广东雷州。农历五月十一日，二人相
遇于广西藤州，苏辙送苏轼出海，六月十一日诀
别于海滨。苏轼作诗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
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这是兄弟二人最
后一次相见。依苏东坡的遗言，由子由为其撰写
墓志铭：“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在写给
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
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
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他实不如苏辙，“至今天
下士，去莫如子由”。

苏氏兄弟，经历了五代帝王，一生宦海沉
浮，颠沛流离，好在二人甘苦与共，忧伤时相慰
藉，患难时相扶持，写诗互赠以通音讯。《宋史·
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患难之中，友爱
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氏文章擅天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三人皆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三
人在文学上造诣极深，虽同出一源又各具特色，
人称“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同登唐
宋八大家之列。三人的立身操守也都光明磊落、
清廉正直、循理无私，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间
疾苦。苏氏父子三人为文、为人、为政，都被后人
推崇为理想的标杆。

我们一直在追问：是什么能让他们都有如
此高的成就？也许，高度一致的家风家训作为传
家宝，是这一疑问的最好诠释。

三苏文章传千古，“苏门”家风润神州

▲清代名画家冯会所作的《三苏图》木刻
画碑。 新华社资料片

▲贵州陆海龙腾鞋业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全力赶制订单。

▲贵州鸿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口罩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景象。

走进毕节市七星关经济开发区的贵州陆海龙腾鞋业的生产车间，400多
名员工正在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业。在七星关经开区的大力帮扶下，
该企业自2月18日起已全面复工复产。

七星关经开区协调乡镇为该企业招来了200多名工人，使得车间内的3条
生产线全面启动，日生产量提升至1万多双。

为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七星关经开区建立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
包保联系制度，将64名干部职工派到企业生产一线，分类指导、靠前服务，完
善企业配套保障，降低企业生产运行成本，为企业发展提供条件，保障全区经
济稳步增长让七星关经济再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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