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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国（1527 年~1605 年）字汝
观，一字宾卿，是汝宁府上蔡县人（今
河南省上蔡县人），隆庆二年（1568
年）戊辰科罗万化榜三甲第二百九十
三名进士，授太原推官。他为人浑厚
精明，行事不露圭角，以善于断案著
称，被征拜监察御史，出按陕西、畿南
等地，所至贪墨望风解绶，历官顺天
丞、陕西副使、参政，擢按察使驻徨中，
以平息宁夏哱刘叛乱之功，擢右副都
御史，巡抚陕西。后因兵科徐成楚污
奏其媚虏私市，他罢官回籍，著有《索
镪集》，修《上蔡县志》。

刘光国参与处理的宗圣荫袭之
争 ，还 得 追 溯 到 嘉 靖 十 二 年（1533
年）。曾参是孔门四圣的宗圣，与复圣
颜回、述圣孔伋、亚圣孟轲配祀孔庙，
共受香火。孔门四圣都是山东人，明
嘉靖朝四圣中三人都有后裔承祧，有
自己的宗庙，唯独宗圣曾参后人人烟
不旺，无人承继宗祧。这年四月，掌詹
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顾鼎臣
以“曾子传道之功优于颜子，而孟子私
淑于曾子、子思，今颜、孟子孙皆世袭
博士，而曾子之后独不得沾一命之
荣”，上奏朝廷“照准弘治间颜、孟二氏
事例，访求曾氏子孙相应者一人，授以
翰林院五经博士，世世承袭，俾守曾子
祠墓，以主祀事”。经过认真查访，时
任江西提学副使的徐阶终于找到了生
活在江西的曾参后人曾嵩、曾衮和曾
质粹。江西布政司咨呈吏部称“曾氏
子孙在逆莽之时避乱南徙，居于吉安，
而永丰为嫡，数传至伟，而曾辉为正。

但曾辉之后见今有曾嵩、曾衮兄弟二
人，虽皆文行修饬，各称生长南方，不
乐北徙。则曾耀之后，唯曾质粹读书
循理”。但曾嵩、曾衮两人在江西当地
有产有业，习惯了南方生活，不愿意因
为承继宗祧迁居山东。只有曾子第五
十九世孙曾质粹被族众推举，愿意以
布衣前往山东曾子老家嘉祥奉祀，追
访祖坟先庙。因为同是圣人后裔，明
世宗以“四贤一体,皆有大功于吾道,
而曾氏独无世袭，非缺典欤”，在嘉靖
十八年二月初八下诏：“曾质粹既勘系
先儒曾子之后，准照颜、孟二氏例，授
翰林院五经博士。”给了他一个正八品
翰 林 院 五 经 博 士 身 份 ，命“ 仍 与 世
袭”。在四月初一日《除授曾质粹五经
博士札付》中“是曾质粹著去承主祀
事”，并要求“都察院还行与彼处抚按
官作急将护坟、供祀田土、住第等项事
情逐一议处，停当来说，不许迟慢”。
命山东巡按蔡经比照颜、孟二府修建
曾氏翰林院五经博士府第。

曾质粹初去山东，一介布衣，也没
想到会有什么赏赐，现在一看有这等好
事，有人便动了心思。嘉靖三十九年曾
质粹病故，由于其子曾昊早卒未袭，开
始不愿承祧的曾衮便跳出来，以曾质粹
非曾子嫡裔，并且曾质粹去山东时曾私
约其百年之后让曾衮到山东承祧为由，
要求自己承袭世官，取消曾质粹之孙曾
继祖的世袭资格。开始曾衮以应贡到
京，具本奏下礼部，要求自己袭位，但遭
到拒绝。曾衮脑瓜灵活，心想“此处不
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以贡生身份谋

了一个教官，后来升任攸县县令，不久
又以赃败官。见此路不通，曾衮遂挟囊
金营谋，欲为子孙立千百世之基，试图
朦胧替袭，操作起曾子承祧的事来。在
他一番操作下，没想到这事在江西官员
那里还真操作成了。

这件事的社会观感太过难看，山
东方面也不愿意，吏科给事中李盛春
就上奏给了朝廷，朝廷便让江西巡按
御史燕儒宦进行查勘。不知是受了曾
衮的好处还是怎的，江西抚按衙门只
查审了曾嵩便提出处理方案，曾嵩“如
有子孙，明白开报，合与世袭。若果嵩
后无人，方许曾衮承袭”。压根没有已
经家在山东嘉祥曾子墓前承祧的曾质
粹家族什么事。

刘光国生性耿直，一看，这叫什么
事呀！于是向朝廷奏了一本，就是乾
隆《嘉祥县志》卷四《艺文》收录的《为
恳乞圣断亟正先贤荫袭以惩奸幸以明
公道疏》。刘光国“察之舆论，检之卷
牒”，认为“今之争袭，非欲为曾子后
也，为世官也，是使圣朝千百年盛典只
为曾衮垄断之谋也”，当初“礼部访求
之时，事固未定，衮怀观望，不欲应
诏。布衣奉祀之时，衮薄之不为”“其
薄恶之行，人人无不唾且恨者”，这样
的人怎么“可以奉明德，守宗祀耶”？

所以，江西巡按的处理意见是“不以成
命为遵而以私约为可据，不断大义而
徇其私情”。刘光国认为曾质粹未膺
爵之先，不仅曾嵩、曾衮可得，凡曾氏
之裔者皆可得。现在既然曾质粹袭了
宗祧，承袭了朝廷给予圣人后裔的爵
位，就应该“受之朝廷，传之后裔，质粹
之所有，嵩、衮恶得而夺之”。

在刘光国一班朝臣的坚持下，朝
廷最终撤销了给曾衮的承袭诏书，宣
布由曾质粹之孙、曾子第六十一代孙
曾继祖承祧，并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之职。此后刘光国又上书朝廷，以“国
家设立三氏学，优崇圣贤后裔”“但止
及孔、颜、孟而不及曾氏”，请改四氏学
疏，希望朝廷按照孔、颜、孟三氏之例，

“曾氏子孙果读书向方，勘以作养者，
俱许送入该学。其考选、应试、廩增、
起贡”也都照三氏例施行。“遇有朝廷
大典，礼与孔、颜、孟子孙一体，行取赴
京观礼。”至此，宗圣曾参荫袭之争尘
埃落单，郕国宗圣公曾子家族也正式
与孔门四圣其他家族待遇相同。促成
万历七年曾子庙复建的也是一位驻马
店人，即明嘉靖三十五年汝阳（今汝
南）进士、以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
理营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
山东、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赵贤。③2

刘光国与宗圣荫袭之争刘光国与宗圣荫袭之争
□□ 赵新春

赵倜：从驻马店走出的河南督军
□ 齐云轲

赵 倜 ，字 周 人 ，清 朝 同 治 十 年
（1871年）出生于汝宁府汝阳县城东六
十里的曾庄（今属平舆县玉皇庙乡）。
赵倜出身寒微，虽然聪明好学，却只读
了几年私塾便辍学。在清末乱世，像
他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改变命运的
路子并不多，无非是通过科举或从
军。既然读书不成，只有到行伍中去
博取功名了。他十几岁前往天津报考
北洋武备学堂被录取，在这里学习几
年后，投入北洋军。因为眼皮子活泛，
又粗通文墨，为上司所喜，不久成为哨
官。

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赵倜所在
的北洋军参与了对外作战，在当地一
个叫杨村的村子率部坚守数日，阻挡
外敌攻击。北京城失守后，他所在的
部队奉命西撤到保定。因阻击外敌有
功，他被提拔为管带。不久，他接到了
一个重要命令：率部与其他军队一道
护送慈禧太后、光绪帝等“西狩”（逃到
陕西躲避战乱）。赵倜觉得这是自己
人生转折的一个天赐良机，赶紧点起
队伍护送太后、皇帝去了。果然，待八
国联军撤走，太后与皇帝回到北京，赵
倜被寄予重任，先后担任左翼统领、翼
长、参将等，率军镇守北京城的门户通
州城。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倜被清朝派
往陕西，镇压当地革命军。赵倜率军
一举夺取阌乡、潼关，打开了由中原进
取陕西的门户，正要乘胜追击，革命军
援兵杀到，赵倜所部被击败，之前夺回

的城池和土地又失去，被赶回河南，惹
得朝廷不满，把他降职以观后效。袁
世凯得势后，将自己的老部下兼河南
老乡赵倜重用，让其与陕西革命军和
解，专心对付叫嚣着要入京勤王的甘
肃清军统帅升允，防止升允破坏南北
和谈，坏了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自己
做大总统的好梦。赵倜率部驻守西安
旁的兴平、武功一带，但与当地革命军
的关系不融洽，加之部下骚扰民众，最
后被迫撤回河南。而后，他又奉命逮
捕进步青年，出兵镇压白朗起义，为袁
世凯在河南老家尽着看家护院的义
务。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对赵
倜说：“项 (城)汝 (南)接壤，真是地灵
人杰，中原任重，且属乡邦，好自为
之，毋负我望。”赵倜忙宣誓：“决不辜
负大总统栽培。”不久，赵倜被正式任
命为河南督军，总揽一省军政大权。
这时，赵倜 44 岁，虽已走马上任，但
是督军的大印却不在他手上，而是被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掌握，这让他心里
很不爽，自己是督军，大印却在别人
手里，可又拿田文烈没办法。因为田
文烈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担任
他的文案，光绪时已由袁世凯保奏升
到三品道台衔，对袁世凯很忠心，深
得信任。尽管赵倜也是北洋军出身，
且老家与袁世凯老家不过相距数百
里，是河南老乡，但他深知在袁世凯
心目中，自己与田文烈差得远。所
以，赵倜对田文烈特别客气和热情，

对他行政范围内的事从来不加干预，
即使是自己督军内务，也多与他商
议，取得他的信任，使其可以在袁世
凯面前美言几句。田文烈确实到袁
世凯那说了一些赵倜的好话，使大总
统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赵倜到河南任督军后，立刻电请
大总统任宝德全为归德镇守使、丁香
玲为豫西镇守使、万有田为豫北镇守
使、吴庆桐为南阳镇守使，袁世凯一一
照准。这四人中，除吴庆桐外，其他三
人都是赵倜的毅军旧部。他的旧部20
营分布于豫东、豫西、豫北重要地区。
豫西山大王刘镇华的镇嵩军，是赵倜
颇为忌惮的，但又惹不得，因为镇嵩军
在豫西势力很大，他只好派军驻守陕
州一带，严加防守。此外，河南陆军第
一师师长张锡元曾想与赵倜争夺河南
督军的位子，很令赵倜烦恼。张锡元
也是北洋军出身，资历比赵倜还老，且
在河南军队中实力最大，二人的关系
若处理不好，很容易出事。为拉拢张
锡元，赵倜主动示好，与其义结金兰，
却又背地里向袁世凯请求将河南陆军
第一师番号取消，该部分编为两个混
成旅以便自己指挥，这样一来，张锡元
这个师长是做不成了。得知这一切，
张锡元大怒，骂赵倜不讲交情。但骂
归骂、不满归不满，张锡元还是得离开
河南。

民国四年（1915年），得知袁世凯
要当皇帝，赵倜为了向袁世凯表达忠
心，就通电表示拥戴大总统称帝。袁

世凯将墓地选在了河南安阳，征用墓
地建造陵寝，赵倜都出了不少力。袁
世凯死后下葬，赵倜、田文烈亲自去安
阳负责具体事务。回省城开封后不
久，赵倜将一直骑在头上的田文烈给
赶走了，失去袁世凯这个靠山的田文
烈愤愤而去。袁世凯死后，府院之争
闹起来，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声称要
拥戴宣统帝溥仪复辟，因赵倜与张勋
私交比较好，他表示支持溥仪复辟。
但当溥仪复辟后闹得举国上下一致声
讨时，他立马改变态度，发出讨逆通
电，并宣布就任“讨逆军豫军总司令”，
要讨伐张勋。此后，赵倜又先后同段
祺瑞、吴佩孚等人合作，只为保住自己
的地位。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河南地
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吴佩孚把冯玉祥的军队从陕西调
到河南，致使赵倜大怒，宣布中立，不
参与直奉战争。可是，他又炸断了安
阳以北及驻马店附近的京汉铁路，想
阻止直军调援，派军进攻驻守在郑州
的直军，这无异于同直军宣战。战场
上，直军取胜，不仅痛揍奉军，还反击
赵倜的豫军。冯玉祥本就与赵倜关系
不好，加之张锡元在旁边煽风点火，就
率军乘胜向开封进攻。赵倜见势不
妙，被迫把开封交给宝德全负责防守，
自己带着家眷和财物逃跑。至此，这
位在河南当了八年土皇帝的赵倜失势
了，逐渐退居幕后，直至 1933 年病死
于北平。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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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而且还是著名
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法鼻祖。李
斯对文字的改进与统一，在中国文字
的演变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

文字自古以来是联络人们思想的
纽带、传播文化的工具，从甲骨文到今
天简化的汉字，几经变迁，如一粒粒未
曾打磨的璞玉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
里，千回百转，风吹浪打，直到今天的
玉润珠圆。

文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八千多年
前，大约到了殷商时期，就有了比较系
统的文字。人们把刻在兽骨和龟甲上
的文字，叫甲骨文，一般用来占卜，因
而又叫卜辞。甲骨文多为图画文字中
演变而成的，因此象形程度高，且一字
多体，笔画不定，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
期尚未统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政治、经
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人们就把一些重
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法律条文铸造在
鼎、钟这些青铜器上，因此叫钟鼎文，
也称金文。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
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文字的面貌，且
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到了周宣王时候，一个叫史籀的
史官，为了书写简便，创造了一种新体
文字——大篆，许慎的《说文解字》曾
经有所记载，也见于后人收藏的各种
钟鼎彝器中。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二百多
年的列国争霸，各个国家各自拥有形
体各异的异体文字和新字。东汉的许
慎曾经在《说文解字》里描述战国时期
文字混乱的情况：“田畴异亩，车涂异
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
字异形。”一个字会有多种写法。

秦国统一之后，这种文字迥异
的紊乱局面严重妨碍了思想文化的
交 流 ，极 其 不 利 于 统 治 阶 级 的 统
治。于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
诏令“书同文字”。许慎的《说文解
字》中记载：“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
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
者。”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工作自然就
落在了李斯的身上，不仅因为李斯
写得一手漂亮的篆体字，更因为他

对文字有着精辟的研究以及极高的
书法造诣。

秦始皇根据李斯的建议，把秦字作
为基础来统一天下文字。在秦国统一
之前，六国文字基本上是在大篆的基础
上形成的，笔画烦琐，书写麻烦，不易辨
认。李斯对书法十分精通，改进了大
篆，自创了新体小篆，在原来秦国小篆
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变繁为简。小篆
的字形与大篆相反，书写简单，容易辨
认。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
而且又把字体线条化和规范化，并进一
步完善，使得字体几乎完全脱离了原来
文字的图形化，成为美观整洁、浑然一
体的长方形方块字体，这与大篆相比，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李斯对文字
的改进与统一，在中国文字的历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李斯把改进后的小篆排列整
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细长，结构
合理，风格庄严美丽，给人以纯净简约
的美感，看起来十分美观。于是，秦始
皇命令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
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
篇》，作为全国文字形体的标准，普及
到儿童识字课本。嬴政下令把小篆向
全国推广，自己率先躬身垂范，运用小
篆文字。

为了使小篆能够在全国通行使
用，秦始皇在巡游全国各地之时，每次
都带上小篆的鼻祖李斯，每到一处，刻
石记铭，歌功颂德。这些石碑全部由
李斯亲手篆刻。李斯那手刚柔并济、
苍劲有力的小篆永远雕刻在石碑上，
任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历史的浪沙也
抹不掉那不朽的字迹。至今，李斯的
篆刻《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依旧保
存于世。

至此，六国原来烦琐、形体各异的
文字被摒弃，全国统一使用小篆。小
篆让文字的使用更为简单，容易记，好
写，提高了人们的书写速度。秦统一
文字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促进了人
们思想、文化交流。李斯协助秦始皇
统一文字的功绩，犹如他所篆刻留下
的刻石一样，永远流传，千古不灭。秦
统一的汉字成为联络中华民族的感情
与文化纽带。③2

李斯与秦小篆
□ 李凤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