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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官之道及其启示 

颜德如 韩宇彤 

(1．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2．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北京 100144) 

[摘 要]曾国藩为官之道贯穿于四个方面：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和明以应 

务，充分体现了“血诚”、“克己”、“中道”的特点。一方面，居官自律，足为后世之典范；另一方 

面，建功立业，堪当护国之柱石。我们要正视其为官之道中圆融 自保的世故以及无法去除的 

时代烙印与阶级意识局限，也要汲取其智慧，即为修身、处世、治国、理政提供的启示：大兴 

实干之风，注重人格修养，厉行廉洁自律，强化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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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晚清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与文化名 

人 ，他以文臣入仕 ，从翰林院庶吉士一路升迁至礼 

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又以武官掌权，组团 

练 、建湘军 ，镇压太平军、捻军 ，挽清政府于狂风巨 

涛之中，延续大清国祚数十年，创造了晚清的中 

兴 ，是晚清的“擎国之柱”。曾国藩的一生，毁誉参 

半 ，对 当时乃至后世影响甚大，其 日记 、家书至今 

仍被奉为经典 ，其为官之道尤为推崇备至。曾国藩 

为官从政三十余年，“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 ，不求近效 ，铢积 

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 以刚，贞之以恒 ， 

帅之以诚，勇猛精进 ，坚苦卓绝”_1]1- ，实现了修身、 

齐家 、治 国 、平天 下的人 生志 向 ，成 就 了“立 功 、立 

德、立言”的不朽事业。为此 ，我们将在总体明了曾 

国藩为官之道内涵的基础上 ，公允评价并从 中汲 

取有助于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积极价值。 

一

、曾国藩为官的基本准则 ：勤、恕、廉、明 

在皇权至上的王朝时代 ，官员是整个统治体 

系中的重要枢纽 ，上承皇帝 、下临百姓 ，他们如何 

居官任事 ，决定着普天之下百姓的生存状况与生 

活质量，也将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产 

生重大的影响。基于晚清官场畏缩颓靡习气的刺 

激 ，湖湘一带“忠义之气 ，雄毅不可遏抑之风”l2” 

的熏陶，淳朴务实之家风的浸染 ，“无一 日不读书 ， 

无一 日不作文”[ ] 以致深厚学养的支撑 ，并结合 

自身宦海沉浮、成败得失的丰富经历 ，总结提炼出 

以“勤恕廉明”为价值导向的为官之道。 

(一)勤以治事 

总的来说，曾国藩认为，“勤”之于人是非常重 

要的，“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_414909。“勤”应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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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贯于修身、齐家、治国之中，“身勤则强 ，佚则病。 

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 ，惰则败”[414918o从历 

史来看，“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新书·礼容下》) 

的周公曾“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 

世家》)。为“康乾盛世”奠定重要基础的康熙帝从政 

六十余年，可谓是夙夜不遑、殚心竭力。他们是官员 

勤于政务、有始有终的典范。曾国藩由此得出，古往 

今来，历代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_2J1 ，莫不 

“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211 。，要使江河 日下 

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应时变，就必须以古之圣人 

为典范、以本朝圣祖康熙帝为师来整饬吏治，涤荡 

“畏葸”“柔靡”的官场风气。就曾国藩本人来说； 

“勤”是其为官为学一贯的主张和要求。 

1．以身作则，为勤勉之榜样。“风俗之于人心，始 

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l2J1 ，要想改变官场拖沓颓靡 

推诿的风气，人君、督抚、州县之官，“当自立准绳，自 

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l2 J1哪曾国藩在翰林院期 

间，“每H必有记录，是为日课。每月另作诗古文若干 

篇，是为月课”【3 。任礼部侍郎后，他“勤于供职，署中 

办事无虚 日”_3]8 。在京供职十四年，曾国藩从未告假 

省亲。自咸丰二年(1852年)奉旨帮办团防，明确秉持 

“治军之道 ，以勤字为先”[414918的理念。咸丰十年 

(1860年)赴任两江总督 ，开始其前后长达十二年 

的总督生涯。在“两江任内，讨究文书，条理精密 ， 

无不手订之章程，点窜之批牍” ，他亲 自考察僚 

属是否贤能堪用，文书事理是否原委妥帖。曾国藩 

认为，“勤字之要 ，公则词讼宜一一亲阅，细讯速 

结；私则公余不废读书”【2]1研。同治七年(1868年) 

奉旨调任直隶总督 ，针对“直隶怠玩之习 ，相沿已 

久”，他必“每 日讯结几起，作为自己工课”_2 J】研。除 

清讼狱之外 ，“凡有裨于国计民生，无不尽心经营， 

实力兴办”_3]3 ，可谓是事事躬亲 、殚精竭虑 。 

2．不尚空谈，落实“五到”。所谓“五到”，便是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具体而言：“身 

到”就是要亲自去了解情况 ，“如作吏则亲验命盗 

案 ，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 ，亲探贼地是也”； 

“心到”就是要用心思索 ，“凡事苦心剖析 ，大条理， 

小条理；始条理 ，终条理 ；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 

而合之”，并关怀体恤属下 ；“眼到”即要识人辨事， 

“著意看人 ，认真看公牍也”，观察人的 日常行为举 

止 ，审理政务官书；“手到”即要对人之贤否、有何 

才能，事之条理 、因果缘由等及时记录在册，“于人 

之长短 ，事之关键 ，建笔记 ，以备遗忘也”；“口到” 

即要经常叮嘱，时时教导督促 ，“使人之事既有公 

文，又苦口叮嘱也”。[211柳 粥任两江总督期间，他 

将这“五到”细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 ，亲撰《劝诫浅 

语十六》 。】17 ，旨在叮嘱劝诫州县勤政务 、营官 

勤兵务、委员勤职务、绅士勤乡务 ，以此作为规范 

属员行为的准则和官员黜陟的标准。 

3．不可懈怠，持之以恒。无论是以文官治事还 

是从戎治军，曾国藩从未松懈 ，即便到晚年“虽风 

潇雨晦，疾病忧郁之时”，仍每H竭力支撑，不肯怠 

于公事 ，坚持“以鸡鸣而起 ，夜分始息；盖数十年如 
一 H也。[3 同治十年 ，曾国藩在《H课四条》中写 

道：古代的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尚 

书》的“无逸篇”，就是警戒为政者要“困知勉行 ，操 

心危虑”，时时把天下放在心上。大禹、墨子“皆极 

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由此可见 ，“勤则博济 

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 ，而神鬼不歆。是 

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j5螂 。 

总而言之，“天下事 ，未有不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 

久者也”[414883，养成勤劳的习惯 (“习劳”)，“日久 自 

有大效”。[ ]1啪 

(二)恕以待人 

“恕”作为儒家待人应事之道 ，是“仁”的具体 

实践。曾国藩认为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 。⋯⋯孔子所云 ：‘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皆恕也 ，仁也。”[4]4877他并对“立”和“达”进行了发 

挥 ：“立者 ，发愤图强，站得住也；达者 ，办事圆融 ， 

行得通也。”E415492为官者若要建功立业 ，或要谋一 

立足之地，关键是要有“识人大量”。 

因此 ，恕以待人 ，首先是要 自正其心 ，忠诚宽 

厚 。之所 以强调这一点 ，是 由于他对世态炎凉有清 

醒的认识 ，“凡人凉薄之德 ，约有三端 ，最易触犯” 

[4]4879
。 具体就是 ：“妒功忌名 ，幸灾乐祸”，对于他人 

的功名业绩嫉妒眼红 ，看到别人不幸不顺则暗 自 

欢喜 ；“不能受命 ，居卑思尊，H夜 自谋置其身于高 

明之地”，不安于命，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强分黑 

白，过事激扬”，逞 口舌之能，妄论是非。[5]58这些现 

象在官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为官者要时常 

反省 ，“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有过则认 ，知错就 

改。要心存雅量，“躬 自厚而薄责于人”_6]。要言行 

谦恭 ，做到“有过人之行而口不 自明，有高世之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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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自居"[5]480基于官场尔虞我诈、虚情假意的情状， 

曾国藩尤其指出，为人要虚心无私、诚实不欺。他说 ： 

“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 

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4]a87o如果“人必虚 

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2I1嘲。所谓“虚中”， 

就是“无私”。心底坦荡无私，自然就能真诚不欺。 

所以曾国藩在 El记中省察道 ，“是故诚者 ，不欺者 

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 ；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 

故天下之至诚 ，天下之至虚者也。”l4]4870 

恕以待人，还要力求刚柔并济、进退有度。曾 

国藩明确认识到，“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 

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 自立 自强之道，故能 

独立不惧，确乎不拔。”_4]蜊 因此 ，为官理政者要实 

现济世安民的抱负，改善国计民生，必须要有倔强 

豪雄的刚毅之气。但是，一旦涉足官官相护的权力 

场，以愤世嫉俗 、锋芒毕露来应付 ，寸步难行则在 

所难免。曾国藩将老庄哲学的“自然”与孔孟之仁 

恕融合起来 ，并以此反思 自己为官的种种际遇 ，终 

于悟出天地之道——“刚柔互济，不可偏废”。为官 

如果太刚则易折，这就要有“打脱牙 ，和血吞”的功 

夫[4]彻；如果太柔则靡 ，没有骨气和担当，那么“下 

无敬畏之心”。这些无不说明了“日中则昃，月满则 

亏”的道理。浸淫官场多年，曾国藩深有体会 ：“清高 

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5 

“中道”即为“天地之道”，就是胸中当有尺度 ，既要 

咬牙励志 ，又须韬光养晦，要懂分寸 、知进退。总 

之 ，“立身之道 ，内刚外柔”[5 。 

(三)廉以服众 

“廉平之德，吏之宝也。”[7 廉作为历代王朝的为 

官之德，是为官者分内之事。清顺治帝在钦定的《御 

制人臣儆心录》中说：“大臣不廉 ，无以率下，则小臣 

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8]226曾国藩 

深明此理，入仕伊始，便以“廉”律己，“以做官发财为 

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l4】5 ，立誓“总 

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_4]5挖 ，并以此为律终身奉 

行。《国史本传》这样描述曾国藩：“清俭如寒素，廉 

俸尽充官中用，未尝置屋一廛 ，田一区。食不过四， 

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 ；垂为家训。” 卜加具体表现 

为两个方面： 

从积极的一面看 ，要养成廉洁之操守，须事事 

尚俭节用。曾国藩说 ，“居官以廉为本，非俭无以养 

廉也”_2]1 。又认为，“廉字之要 ，宜先节用”。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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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仲弟六则》中，他具体提出勿多欲、戒好动、少仆 

从 、减送情等四个要求。在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训 

中，他多次强调要“戒骄奢”，嘱咐“居官以不要钱 

为本 ”，还告诫子辈，“吾家现虽鼎盛 ，不可忘寒士 

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_4]5493。针对地方官吏的挥霍 

浪费现象 ，曾国藩劝诫各州县长官，于公于私都要 

行“节用”之道。他不厌其烦地指出：“节用之道，莫 

先于人少。官亲少 ，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 

少 ，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 
一 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 

一 一 禁绝 。不献上 司 ，不肥家产 。用之 于己者有节 ， 

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2]1 褐百姓是衣食父母 ，一 

饭一食一衣一钱皆取之于民，铺张浪费实质就是 

腹削民脂民膏 ，对百姓敲骨吸髓 ，不但会使百姓不 

堪重负，还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 ，动摇统治根基。 

从消极的一面看，要保持廉洁之品性 ，须时刻 

警惕贪欲之害。曾国藩明确以“不贪财，不苟取”为 

做官信条。从咸丰三年湘军建军到同治七年战事 

基本结束，近十五年间曾国藩一共四次向上具奏 

报销，而且并无明细花名册 ，先后报销军费约在三 

千五百万两左右，这些军费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 

而来。_9 在此过程中，无审计 、无监管，曾国藩若起 

贪念完全可以上下其手 ，轻而易举侵吞百万银钱。 

他在寄给家中诸弟的信中说 ：“余不能禁人之不苟 

取 ，但求我身不苟取 ；以此风示僚属 ，即以此仰答 

圣主。”_4]52伸曾国藩身为统帅，以身作则 ，“所衣不 

过练帛，冠靴敝旧”，手握银钱万两而不苟取，湘军 

上下皆服其“忠清艰苦”。曾国藩深知人一旦涉贪 ， 

就会欲壑难填 ，道德气节随之崩塌，再无正气可 

言。军队一旦涉贪，就会贪图享乐，贪生怕死 ，再无 

刚毅之气 ，何谈战斗力。因此 ，在以身作则“示僚 

属”的同时，他还严 明军中作风，反复告诫军官将 

领：“廉则银钱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_2l1粥。曾 

国藩的湘军能够凝聚兵将同心的战斗力，他身边 

能够形成人数颇多、堪当大用的幕僚集团，其关键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之清廉足以令人敬重，甘心服 

从 于他 。 

(四)明以应务 

纵观历史 ，环视天下 ，不过是分分合合、治乱 

循环。治国理政者若不明此势此理，难有一番作 

为。曾国藩奉命于危难之际，抱“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之志，深察“明”作为居官治事的重要性，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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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二字”。 

1．曾国藩把“明”分为两种 ：高明和精明。他在 

《书赠仲弟六则》中说 ：“智，即明也。古来豪杰 ，动 

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 ，吾见其 

远，日高明；人见其粗 ，吾见其细，日精明。高明者， 

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 ，登山则所见 

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 

加大一倍 、十倍 、百倍矣。”_2]懈m所谓“高明”，就是 

有远见，“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 ，乘域者独觉 

其旷”，能够高瞻远瞩；所谓“精明”，就是善于观 

察 ，“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 ，目巧者不如 

尺度之精”_2]】 ，善于借助外力。高明的人能看见常 

人所不能见的更深远的事物，精明的人可以参透 

事物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2．是如何使人“明”。概括言之，“高明由于天分， 

精明由于学问”。“天分”之于人，程度不一。因此，人 

要达到“明”，还得“由人力做去~[211274~具体来说，一是 

在“勤”字上下功夫，要勤读、勤思、勤做、勤问。无论 

是为学还是为官，曾国藩“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 、多 

做 、多问、多想”l2_1 。只有“如此 日积月累，自觉进益 

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然后渐做成个明字”。二是 

在“诚”字上下功夫。诚 ，就是诚心专一，“心有所专 

宗，而博观他涂，以扩其识，亦无不可 ；无所专宗 ，而 

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2 。三是要“静”，只 

有内心沉静 ，才能专注深人掌握事物的具体情况，才 

不会心浮气躁，“成大事者多在铢积寸累上用功”。总 

之，“积诚可以生明，积勤亦可以生明”[21 ，“明”是难 

以速成的，需要“勤”与“诚”的融合，需要知识与经验 

的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 

候 ”[ 。 

3．是如何具体运用“明”。曾国藩在《治兵语录》 

中说 ：“大抵治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又认为“居 

高位以知人 、晓事二者为职。”_2_1 如此来说，“明” 

主要见于知人 、晓事两方面。曾国藩又将之具体化 

为四个方面 ：一是“明于己”，要“知学问之多 ，而吾 

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 ，而当思择善而约守 

之 ；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 ，则不敢 以功名 自 

矜 ，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l2l1 。对自己的能力有一 

个明确的判断 ，掌握 自己的优势和缺陷。二是“明 

于人”，他一反以君子 、小人品人 ，以为“天下无一 

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2】1 。曾国藩 

认为“明于人 ”不是简单把人分为君子小人 ，要是 

通过做具体事务来了解每个人的才德品学 ，掌握 

每个人的短长，进而恰当地使用他们。每当有来投 

效者 ，曾国藩总是亲 自接见，一一观察 ，将之 留在 

幕府中较长时间以备深入了解 ，再根据具体情况 ， 

谋而善用。三是“明于事”，就是既要掌控大局 ，又 

要周知事情巨细，不可偏听偏信。自古以来人之成 

败 ，“所挣每在疏密二字”_2j1蛳。只有“巨细周知，表 

里洞澈 ，则处之 自有方术矣”。四是“明于理”，就是 

要明人伦、察物理，对所读的书 、所见的事 、所涉猎 

的各种知识和哲理进行深入的思考 ，为做人 、为 

官、治事做出更为恰当的判断。此外，还须清楚“明 

字不可强而至”，“知人”“晓事”，绝非一 日之寒。在 

“明于己”、“明于人”、“明于事”、“明于理”的基础 

上，进行决事才可能是英明的，“能明而断，为之英 

断 ”，反之 就是 “不 明而断 ，谓之武 断”l2 J1 ∞。尤其对 

于为官者 ，他们“权位所在 ，一言之是非，即他人之 

荣辱予夺系焉”_5]2 ，因此凡事必须要做到“心中极 

明，而后口中可断”。曾国藩穷其一生力求做到“明 

以应务”，以明理断事 、公正不偏为官做事，使其道 

德修为日渐精进，最终造就几近完人的形象。 

综上所言，作为晚清中兴的股肱之臣，曾国藩 

完全按照儒家“内圣外王”之路 ，走完了 自己的官 

宦生涯。他秉性血诚 、正直律己，初入仕途便立下 

“效法前贤 ，澄清天下之志”。他认为，晚清之所以 

官场腐败 、军队疲弱、人心不古，全在于“一二人之 

心所向”。因此，坚持从 自身做起，对待政事兢兢业 

业 ，处理人际无怨无尤 ，不贪财 、不苟取 ，尽心体 

察 ，凡事尽力做到“心中极明”。在官场上摸爬滚打 

多年，曾国藩深有感悟 ：“勤以治事，恕以待人 ，廉 

以服众 ，明以应务，四字兼 全，可为名将 ，可为好 

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_2 J】 

囫 

二、曾国藩为官之道的特点与影响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根源于儒家学以致用、济 

世匡民的情怀，得益于经世之学的指引，生发于对 

社会现实的反思，整个过程与其政治生涯相伴。他 

的为官之道是 由己及人、由内而外 ，不仅是对个人 

为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能力的要求 ，而且对改善 

官风政风起到了的示范效应。为进一步深化理解 

曾国藩为官之道，下面再分析其特点和历史影响。 

(一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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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为官之道 ，其主要特点如下 ： 

1．血诚：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天资不高，并 

非智慧卓群之人 ，在家书中自认“吾兄弟天分均不 

甚高明”。他认为“天道忌巧”、“勤能补拙”，所以曾 

国藩为官靠的是舍身卫道、困勉笃诚的功夫。官吏 

浮滑 、将帅贪渎 ，整个社会人心陷溺于物欲横流。 

曾国藩靠着湖南人血液中的刚强与血诚挣脱俗 

流 ，“励丹心报国之诚”。别人不敢触怒龙颜 ，他却 

敢于批皇帝骄矜固执 、文过饰非 ；别人不敢招惹权 

贵 ，他却上疏力主从重严惩琦善 、赛尚阿等权臣。 

曾国藩以一身血诚尽心竭力效忠朝廷 ，为正朝纲 

而敢为他人之不敢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国 

藩“移孝以作忠”，无私无畏地投身于挽救清王朝 

的斗争中。他将“血诚”的精神融入治军理政的举 

措之中，躬身践履 ，并以此要求“带兵之人 ，第一要 

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 ；第三要不急名利 ；第四 

要耐受辛苦⋯⋯不抵有忠义血性，则 四者相从以 

俱至；无忠义血性 ，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11 。曾 

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明确倡导 ：“君子之道 ， 

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 

群伦 ，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l2l1四 

曾国藩“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在朝野形成了强大 

的感召力和令人敬重的核心领导力。总之，他“志 

之所向，金石为开” 1̈。”的“血诚”，奠定了政治上 

的成功，也是他团结军民、拯救危局的一剂 良方。 

2．克己：明道而救世，修己以治人。儒家的“内 

圣外王”之道 ，强调以己身为起点。就修己而言 ，要 

三省吾身，而不怨天尤人 ，做到“躬 自厚而薄责于 

人”；从为政治事来讲，要先正己后正人。《大学》言 

“慎独”、《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孟子日“反求 

诸己”，无不要求修养 自身。曾国藩饱读儒家经典 ， 

以为“圣人之道 ，其事始于修身 ，终于济世”[211813， 

深知要“明道而救世”，要为官从政必须以“克己” 

为立足点。他如此省察道，“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 

人所 不及 知 ，而 已独 知之 ，⋯⋯故 能慎 独 ，则 内省 

不疚 ，⋯⋯人无一内愧之事 ，则天君泰然 ，此心常 

快足宽平 ，是人生第一 自强之道 ，第一寻药之方 ， 

守身之先务也” Is．s86。因此在为官从政的繁杂生活 

中，他毅然决然“致力于克己功夫 ，无一 13t不读书， 

无一 日不作文。事必躬亲，奏必亲撰 ，从不肯荒疏 

懈怠。所有处身行事，唯以廉洁勤慎为怀”。他主张 

“治世之道 ，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贤人的修为对于 

团 

养民至关重要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 ，人皆 

化之以成风气”。l4 J49”社会要风清气正、秩序井然， 

贤人们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 ，务必注重修身 自省 ， 

严于律己，因为他们是广大民众效仿的榜样。曾国 

藩的困知勉行 、励志克已，不仅助推他由无足轻重 

的词臣跃升为左右清室的重臣，更是构成其为官 

从政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柱。 

3．中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综观曾国藩的为官 

处事，可以发现他刚柔进退的尺度在不同领域 、不同 

阶段是有差异的：对己则刚，对他则柔；自修求强，胜 

人谦退；立志则强，功成则退。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 

能自强；人亦不可无柔，不柔则不能自存。至于如何 

运用刚柔之道，曾国藩在家书中总结道：“趋事赴公， 

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 

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 

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l4 。 具体来说 ，在翰林 

院治学时，他用的是勤学苦研之刚；在京师交友 

时，他用的是乐善好施之柔 ；在训练湘军时 ，他用 

的是忠君血诚之刚；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他用的 

是明哲保身 、韬光养晦之柔。曾国藩深谙“日中则 

昃，月满则亏”之理 ，坦言 ：“若一面建功立业 ，外享 

大名 ；一面求 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 皆有盈满之 

象 ，全无谦退之意 ，则断不能久”，“花未全开月未 

圆”才是最圆满的结局。从公到私 ，从名到利，从创 

业到守成 ，曾国藩始终在“过”与“不及”之间权衡， 

萧一山恰 当地评论道：“其写字 、治学 、立身、处世 

因时事而措之宜 ，所谓‘执两用中’而已。”可见 ， 

“中道”始终贯穿于曾国藩 的官宦生涯 ，也正是借 

助于“中道”才磨圆了曾国藩性格 中的刚愎 ，从而 

达到内方外圆、内刚外柔的境界 ，这便造就曾国藩 

为官之道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告成功于建业 ”的 

保障。 

(二 )影响 

1．居官 自律 ，足为后世之典范。曾国藩始终秉 

承“内圣”之学 ，以古之圣贤为师 ，以儒家思想为精 

神 内核 的居官之 道 ，在晚清世风 颓靡 、人心混沌之 

乱世中磨砺而成。官风、世风败坏的本质是道德价 

值体系的崩溃，直接威胁王朝的存废。这促使他更 

多关注 、省察克己修身和道德 自律。在权力本位的 

时代 ，“官爵愈大，统辖愈众 。一人受贿 ，则千人甓圮 

法；千人弄法，则万人助虐”[1 ，正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三十多年的官场沉浮，曾国藩痛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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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苦辣宜尝遍 ，是非好恶总由人。出死入生宁不 

易，各宜努力去修身”_5̈1加，“凡做好人 ，做好官 ，做 

名将，俱要好师，好友 ，好榜样”l4]僦。为官者 自己 

没有“厚德”则难以“载物”，没有高尚的人格就难 

以服众并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认可，“欲正人 ， 

先正己”[5 。就“勤”、“恕”、“廉”、“明”四端来说， 

他全部躬身实践、尽力而为。对克己修身 ，始终坚 

持作 日课 、日记以自省 自咎 ，又持身勤谨 、持家俭 

朴。对待政事 ，他勤勤恳恳、励精图治，“事必躬亲 ， 

奏必亲拟”，从不荒疏懈怠 ；对于学问，他博考经 

典、熟读礼经 ，“以探讨学理 ，贯通群经为业”，并领 

悟为人处世之道。待上、待同僚谦恕、坦荡；为官治 

下始终以“能立能达”、“知人晓事”为准则 ，以教化 

人才为己任。自初仕直至列侯 ，他始终保守初心、 

终生不失寒士本色 ，兢兢业业 、克勤奉公 ，满腔血 

诚应对大风大浪、起起落落。“舍命报国，侧身修 

行” 断，曾国藩的严 以律己、持之以恒 ，使其“道 

德勋业 ，彪炳宇宙，被于寰瀛” 3 J6，不仅获得同时代 

人的认可和赞誉 ，更成为后人为官的理想范型 ，被 

后世誉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圣相”。 

曾国藩不仅 自身恪守 “勤恕廉明”的为官之 

道 ，而且注重推己及人 ，常以此四字教导朋友、同 

僚。“为督抚之道 ，即与师道无异”【4]49̈，他居官 自 

警 ，为天下官员之表率 ，由此及彼、由上而下地引 

导着整个社会风气向义向善，与曾国藩同时代左 

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无不对他推崇备至。容 

闳在《西学东渐记》中称誉道：“文正一生之政绩 、 

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 ，殆如埃浮立司脱高峰， 

独耸于喜马拉耶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敬仰之思 

⋯ ⋯ 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 ，皆足为后人模范。” 

2．建功立业，堪当护国之柱石。曾国藩一生孜 

孜于修身，但他并不 自足于做一个克己修身的道 

德模范。他的“克己”是为了“奉公”，他追求“立德” 

是为了“立功”，他讲求“内圣”之学是为行“外王” 

之道 ，他“效法前贤”的最终 目的是实现“澄清天下 

之志”。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讲求知行合一。他说 ，“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 自入 

局 ，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在舍身卫道信念 

的驱动下 ，于政局纷乱之际 ，他 以书生从戎 ，以忠 

义血诚为准则组建湘军。他亲 自制定营制营规、练 

兵章程 ，重视选拔将领 ，强化个人对部队的引领和 

控制，以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并将“勤恕 

廉明”推广于治军，强调“带兵之道 ，勤恕廉明，缺 

一 不可”_2l1肼。曾国藩作风清正，驭下严而诚 ，带出 

了一批有操守的忠义干将。胡林翼评价说 ：“涤师 

清节冠时 ，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 、璞山、荫渠 

均不以军饷 自肥”[11 ，“即近 日小统，如成 、如梁 、 

如吴 、如余 ，均非贪士，勇额不虚 ，临事亦不怯。如 

此正派风气 ，天下之贼何患不平 ，饷又何患不集 

哉。”[11178-79在其治下，湘军以新军制一扫八旗、绿 

营的积弊，为上者廉洁 自律 、赏罚分明，为下者勤 

于训练 、严守军规，湘军上下以诚相待，形成不同 

于八旗绿营的忠清风貌 ，表现出了超常的战斗力 

与凝聚力。曾国藩的“百折不回”、“咬紧牙关，徐图 

自强”，最终使湘军崛起 ，而湘军不仅奠定 了曾国 

藩在晚清政局中的地位，而且重新稳定了社会秩 

序，使得清王朝转危为安，延续数十年国祚。 

曾国藩认为，晚清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在于 

吏治腐败、为官无道 ，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 

每攻克一个地区就治理一个地区，整顿吏治，转变 

风气。署理两江总督为一方大吏后 ，更加系统地从 

吏治人心人手痛下功夫，以挽救残破的国家危局。 

上任伊始，便致信下属，“方今东南糜烂 ，时局多 

艰，吾辈当屏去虚文 ，力求实际”[1 ]2 。他明确宣 

布 ，自己以后出行 ，无须下属迎送 、办席，公款吃喝 

的应酬要大力戒除、能省则省。他以“勤恕廉明”为 

基本原则 ，为属下官吏及幕僚等制定《劝诫浅语十 

六》，要求两江之内大小官吏勤政勤学、慎言慎行 、 

明礼明法、崇尚廉俭。他还率领两江大小官吏裁减 

捐摊、馈赠等陋规 ，推行赋税征收体制改革 ，减轻 

百姓生活负担。由于其励精图治 ，“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的两江地区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出任直 

隶总督的短短两年间，曾国藩继续以整饬吏治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严立法禁 ，违者重惩”，“大加参 

核”，颁布《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与《直隶清讼 限期 

功过章程》，着力清理积案 ，痛下狠手整改各级官 

员惰于公事、拖沓敷衍的败坏风气。正是在曾国藩 

躬身实践“勤恕廉明”的为官之道之引导教育与实 

际推动下，形成一股逆势而上的清流，促使晚清的 

官场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和改观。可以说，澄 

清吏治，再造乾坤，身为人臣的曾国藩以其严苛的 

自律和无畏 的担当为时人树立 了卓越 的为官风 

范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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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官四字诀 “勤恕廉 明”，萌发于“血 

诚”，灌注于“克己”，谙熟于“中道”，“字字皆得之 

于阅历 ，而切于实际”。他的“勤”“廉”为其 自身赢 

得了功绩和威望 ，“恕”和“明”使其越发宽宏而博 

识 ，此 四端合力助推他“内圣外王”的理想达到了 

巅峰 ，时人皆称其为“国家柱石”。郭嵩焘评价道 ： 

“自汉置丞相二千余年 ，德业文章兼备一身 ，未有 

若公之盛者也”[13]260，刘蓉称其“以义擎天 ，浴 日于 

海 ；荡涤垢污 ，山河无改”[3]37o梁启超赞誉其“立 

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毛泽东称其是“办事而兼 

传教之人”，蒋介石亦评价道 ：“曾氏标榜道德，力 

体躬行 ，以为一世倡 ，其结果竞给变易风俗 ，挽 回 

颓势。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 ，思想之新 旧， 

成败之过程如何 ，而其苦心毅力 ，自立立人 、自达 

达人之道 ，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141。 

三 、启示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与其所承袭沁润的传统文 

化、生活的社会境遇密切相关 ，我们要正视其为官 

之道中圆融 自保的世故以及无法去除的时代烙印 

与阶级意识局限 ，也要汲取其智慧 ，即为修身 、处 

世 、治国、理政提供的启示。 

1．大兴实干之风。曾国藩认为，居官办事最重 

要的是做到“习劳”。为洗刷拖沓颓靡的官风 ，树立 

勤政实干的官场正气 ，为官者必须 自立准绳、严格 

自守。曾国藩将居官“勤以治事”细化为“五到”，即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强调实干苦干，脚 

踏实地。无论是为文官治事还是从戎治军，他从未 

曾松懈，即便垂暮之年，还坚持不辍。曾国藩堪称 

勤政实干的卓越典范 ，他务实笃行的实干精神值 

得借鉴。要真心实意将民众之事放在心上、落到实 

处 ，切实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 

到”，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 ，亲 自深入百姓具体生 

活之中探访 民情民意 ，要实心实意为人民做事 ； 

“心到”，则是做到情为民所系，要想民之所想、忧 

民之所忧 、急民之所急，要以民生为念 ，时时处处 

以群众安乐为本；“眼到”，则是要把民众丰富的生 

活实际看在眼里 ，细察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与行 

为 ，详看 、细审各种公文、文件 ；“手到”，要坚持做 

好 民情备忘 日志，对工作的进展状况、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疑难困惑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都要详 

囫 

细记录在册 ，决不能怠惰推诿 ；“口到”，则要求做 

好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解释宣讲工作 ，与民众推 

心置腹的交流，与公务人员平等协商 ，使领导干部 

与民众、公务人员形成共识 ，协同努力，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和真正落实。历史和现实一再 

昭示 ，功崇唯志 ，业广惟勤 ；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 。 

“唯有务实 ，才能脚踏实地 ，不图虚名，勇于探索 ， 

敢于攻坚，扎扎实实地为民办事 ，才能树立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充分尊重客观规律 ，不搞那些劳民伤 

财的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真正做到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15136-ss根除“形式主义”“本本主义” 

的工作作风 ，做到严修为、善作为，坚持真抓实干、 

勇于担当 ，脚踏实地地探索，扎扎实实地做事 ，真 

正做好民众的忠实公仆 ，真正经得住人民和历史 

的长期检验。 

2．注重人格修养。曾国藩的“恕以待人”继承了 

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要求做到己心坦 

诚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怨天尤人。为官者 ，肩 

荷治国安邦 、济世安民之责任 ，务必要有担当，更 

要有博大的胸怀，这就必须要体悟与实践“恕”之 

精神。做到自省慎独 ，加强个人德行修养 ，时时事 

事严格 自律 ，既坚守改革发展理想，又遵循党纪国 

法。还要在为民众服务、做事的具体工作实践中， 

深刻剖析和反省 自己，“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 

治治病”，切实做到 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自我完 

善 、自我提高，成为维护政治纪律与捍卫法律尊严 

的楷模 。要博采众长，善于采纳正面建议，更要虚 

心对待他人的怀疑 、批评 ，要坚持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的原则 ，决不能回避、无视甚至以权力抵制、 

压制批评 ，更不能借着处理批评建议而行打击、泄 

私愤之卑劣行径。总之，要凡事以民为本 ，出以公 

心，与人为善 ，反求诸己，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 

观、权力观 、事业观，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 

识，要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广大民众 

的福祉紧密融为一体 ，不争权 、不弄权、不越权 、不 

恋权 ，惟其如此 ，才能坦荡做人待人 、谨慎用权为 

民 。 

3．厉行廉洁 自律。“廉则以无瑕而生威”，曾国 

藩深知“吏畏吾廉 、民服吾公”的道理。“唯俭可以 

养廉”，他始终 以节俭节用 、知足节欲严律 自身和 

家人 ，反复训示家人要爱惜物力、节制用度 ，不要 

追求奢靡和贪图享受。“福不多享 ，故总以‘俭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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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这既念及为子孙后代积德积福 ，又为免授 

人以柄 、徒惹是非计。“不贪财 ，不苟取”，“居官以 

不要钱为本”。这些无不启示我们，为官清廉才能 

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廉洁 自律的从 

政价值观念是每一位公务人员都应该恪守的。“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陷 ．腐败的泥潭常常就是始 

于小事 、小利 、小节，所以不要以“君子大行不拘小 

节”为托辞 ，沉迷于吃、喝、卡、拿 、要。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防治腐败的工作依然是重要任务。不廉不 

足以立身，要坚持“崇俭以养廉”，坚守规矩 、把牢 

道德底线，不浪费 、不苟取 ，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 

传统 ，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欲治人者，必先治 

己”，必须禁止大讲排场、禁止官气十足，要以德守 

身，“必须争当廉洁奉公的表率”，要“清清 白白做 

‘官 ’，堂堂正正做人 ，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 

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15 一，只有以德服众，以威 

立信，领导干部 自身才能成为引。领社会风清气正 

的中枢。愈是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就愈能释放出 

以上率下 、声响风从的正能量 ，也才能建立起国威 

民信的牢固城墙。 

4．强化能力培养。曾国藩以“明”为居官任事的 

第一要义 ，可见“明”对于掌权者的重要性。在权力 

本位的君主专制时代 ，为官者的每一举动、每一个 

决断都关乎广大民众的生死哀荣，决不可昏聩用 

人用权 ，也不可糊涂决断行事 ，只有切实做到“心 

中极明”，才可建章立制，才可推行各种政令举措。 

曾国藩穷其一生都力求做到“明以应务”，能够像 

“冰鉴”那样明己明人，能够对各种事物洞若观火 ， 

能够做出顺应人心 、合乎礼法的公道决策，能够为 

保民生 、安天下、卫社稷筑牢道德和制度底线。在 

全球化 、信息化 、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大势之下，在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 

化的重大任务过程之中，要在观察力、分析力、鉴 

别力 、判断力、执行力、忍耐力等方面做足功夫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全面、厚重、可行 、持久的能力保障体系。首先 ，要 

在改革发展实践中检验和提升能力。宝剑锋 自磨 

砺出，必须专心致志于本业 ，行而思、思而行 ，不断 

增强处理各种难题的能力 ，从而对 自己的能力水 

平充满信心。其次，要善于抓住时机，不断创新能 

力。当代中国面临社会的全面转型和改革发展的 

全面升级 ，我们要正视的是新时代 、新压力、新考 

验，是一场全新的“赶考”和重大挑战，如果“新办 

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 ，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 

不顶用”，就必须创新发展理念 、调整发展思路 、变 

革发展方式 、转换发展模式。最后 ，要树立终身学 

习的理念，夯实能力提升的基础。“打铁先要自身 

硬”，要完善 自我认知 ，清楚 自我定位 ，坚持向他 

人、社会、组织、历史乃至 自身学习，不断完善强化 

个人素质和从政治理能力。“吾生有涯而知无涯”， 

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 ，是胜任工作、履行职责 、积 

极推动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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