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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茂荫家训是王茂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价值对当今家庭美德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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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作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

中国人，11|146学术界对其生平和思想给予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研读王茂荫的著述，发现其家训的思想

内容十分丰富，它构成了王茂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一、王茂荫家训的内容

王茂荫家训散见在其遗嘱、书信、日记中。主要

被搜集在2005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王茂

荫集>中。王茂荫家训的内容丰富，主要有以下方

面：

第一．勉励子弟读书。王茂荫说：。日后子孙非

有安邦定国之才，不必出仕，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

功名而已。”聊舭要读书应试”，这是王茂荫对子弟成

材的期望。王茂荫希望有才能的子孙通过读书，参

与科举考试．进入统治者队伍，为国效力。不过他认

为，如果子孙才能一般，博取小功名即可。这表明王

茂荫对子孙的成材采取了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

别要求的态度。

第二，教诲子弟恪守孝悌之道。孝、悌是中国古

代宗法农业社会造就的解决家庭内部父子、兄弟关

系的道德规范。王茂荫在谈到家中晚辈要讲孝道

时，曾相当动情地说：

祖母在堂，叔辈自然孝顺。但汝等须代我尽孝，

以免我罪，才算得我的儿子。叔等在上，汝辈须表

敬．一切要尊教训。孝弟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

字。其家断不能昌。切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

礼。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

用不尽。不独家庭宜然。凡与人交皆宜如此。而他日

有分居时尤宜切记。脚1馥

王茂荫认为孝悌不仅是“人家根本”。更重要是

要认识到“吃亏是大便宜”所蕴含的哲理。

第三。教诲子弟正确对待财利。王茂荫根据自

己的体验和感想指出：

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

从取舍上起。富与贵是人之所头章，所以从此说起

也。此处得失利害关头。人心安得无动?惟当审之以

义。安之以命。我命中有时即不取非义亦有，命里无

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

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

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

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

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盗泉水，熟不息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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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

汝辈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

叉．故切切言此。务各紧记为要。郾田

虽然他的这番话中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财

利观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

第四，告诫子孙戒色为第一义。主茂荫根据自

己社会生活阅历和体会，告戒子孙道t“戒色，是第

一义。万恶淫为首。汝辈似乎未犯。然当谨终身，且

当垂示子孙。”伪伪王茂荫将“戒色”作为“第-义”。

并认为“万恶淫为首”．联系到历代某些官员和普通

入的成败，这是金玉良言。

第五．嘱家人处理好小女出嫁之事。他说l

我之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人

家，虽填房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则年纪已大，

便难访人家。祖母与汝母皆是填房，何为不可?惟人

家要正派，郎才要学好。尽他身上所有资送出门，便

算完我心事。铺内①有蓝田玉数十全．亦是作此用

的。郾71

王茂荫对待女儿的婚姻，思想较为解放．。虽填

房亦可”，表明了他的“平民”情节，宫民平等思想。

第六，嘱家人不要为其作行传和刻书。王茂荫

对自己的文字有一个评价，他认为：

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

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豪

圣恩起根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入谏坦者．亦

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

望做好官，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

切切是嘱。啪
他的嘱咐，从语气来看，希望届人遵从。这里一

方面说明王茂荫没有对自己的奏议等文字自视甚

高，男一方面也有着自己另外的考虑，既“刻书是我

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

出，一举而焚之也。”伪m显然这里表现出王茂荫对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记亿，根据语意，他也反对

附庸风雅乱出书的做法。

第七，嘱家人不可为其大做墓穴。 ‘

再者．风水一事，实在不易，铜锣王盏前之所做．

固属徒劳，即近所另做，以我心中想去。恐亦未．必

是。地将来仍望弟等务必留意。遏有不可办者。仍须

要办明。师难得．不独我乡为然，即各处皆然。既无

明师，可靠则尽心去办。是尽人子当尽之心；而得与

不得，均系听数的事。只要将穴墩做好，以便验看，

四边陪衬规模．均待真用得后再做，勿似前次，过于

拿定做了多少场面，全然用不着也。我于前穴不悔，

不该买，不该做，但悔不该大做，虚费无限工料耳!

此当以为戒。圆1静

王茂荫反对家人为自己大做墓穴，并对自己身

后墓穴的规模等提出要求，主张简葬。

二、王茂荫家训与自身躬行

王茂荫家训内容绝非一个长辈对后人的教诲

或者嘱咐，实际上凝结了他一生的人生经历特别是

为官的经历体验。他写给子孙们的家训。实际也是

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写照。

第一，主张“以身报国”，关键时刻报效国家。王

茂荫曾说：

余以一介乡曲庸人，遭逢圣世。窃取科第，由户

曹转御史。蒙上恩超擢太常少卿，一身之宠荣至矣!

自道先十五年来。叠沭革恩赠封祖父母父母，⑦伯祖

父母、④三、四叔祖父母．呼为一家之宠荣亦至矣!现

在逆贼肆乱．我国家列圣深仁厚泽。沦洽人心。今上

圣明英武。纂发指日荡平。然在事诸臣多不足恃。自

揣不能出力杀贼，万一或有他虞，惟有以身报国，诚

知不足塞责。然才力有限，舍此则恐有辱国辱身之

患。故不能作他想也。

从这段话中。撇开王茂荫个人历史局限不论。

以身报国的情怀显而易见。王茂荫京师为官30余

年，直声高节，震动朝野，以直言敢谏著称。他逝世

后，<礼部奏请予王茂荫恤典折》中云：“廉静寡营，遇

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呼笛

第二，力取忠孝两全，为手孙后入做出榜样。在

王茂荫供职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清朝经历了两

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给统

治阶级巨大的冲击，内忧外患深重。在此情况下，王

茂荫一如既往地向皇帝提出自己关于经济、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谏议。甚至曾因主张发行不兑现的纸

币而最后遭到撤换职务的处分。但即便如此，他仍

然不断地向皇帝提出奏议，就连皇帝最后都感到他

“忠爱出于至性”．在他请求开缺兵部侍郎数年后，

又起用了他，甚至把他放到更加重要的吏部右侍郎

的职位上。四琊王茂荫在其年轻时的一篇课稿《忠焉

能勿诲乎》中曾表达了其忠君回报思想：第一，为人

臣者要爱憎分明。有端正的品行，在朝廷为官要严

肃正派．要为朝廷着想，要在君王的心目中树立起

端正的形象。第二，对于明君圣主，做臣子的要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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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兴衰成败的事情殷勤劝导，让其警醒，并且不

管别人认为这样做是否冒犯了君王。第三．忠君匡

君要讲究方式、方法。第四，如果因忠君匡君遭误解

获罪也在所不惜，并相信事情最终是可以大白于天

下的。121211-2n通篇反映了王茂荫浓厚的忠君匡君思

想。这和王茂荫人仕以后的表现完全一致。

在外对皇上尽忠的同时。王茂荫也十分注重在

内尽孝，力求做到忠孝两全。我国的家训文化，把孝

悌视作入的天性、仁爱的本质。传统家训文化中反

复强调只有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才能修德行善。从

而使家业兴旺。乡党称道。以孝悌为基础，传统家训

把家庭成员的和睦共处作为齐家的一个主要规范，

一家之人要想做到真正的和气，除了兄弟和睦外．

还得儿孙辈对父祖辈尽孝道，否则是办不到的。王

茂荫是道光进士。于道光、咸丰、同治朝任御史、侍

郎等多职。但他十分遵行孝道，他在京师30年，不

携妻室，是为妻室在家侍俸继母，代他尽孝，操持家

务。他在京任职期间，当其母亲病危和祖母病重时，

均告假回徽探视．大敬孝道。

第三，一生两袖清风，为后人树立典范。王茂荫

任京官前后长达30年，两袖清风，他深知贪名贪利

是为人处世的大忌。对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具有极大

的损害作用．为此他特地告诫子孙们要戒除此弊，

他还说：“我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我以德

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

足矣。”嘲
第四，对婚姻十分忠贞，为后人树立楷模。王茂

荫自1833年考中进士授官后，仅带自己的夫人和

家人在京城住了一年多时间，其余岁月，他独自一

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歙县会馆。吃的是粗茶淡

饭，除上朝穿朝服外，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经常手

不释卷，从无不良嗜好，更与烟花远离。除让妻室在

家侍俸老人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能尽

心尽职工作。

第五，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女儿婚事新办。王茂

荫虽是封建王朝的大臣，却有难得的移风易俗思

想。反对落后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其对待女儿婚

事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特意叮嘱说：“我之

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入家，虽填房

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在我国古代，男人死了

妻子再娶谓续弦，青头姑娘嫁给死了妻子的男人叫

做“填房”，填房多为年轻寡妇或大龄姑娘，或为翁

婿关系密切。长女出嫁后亡故，以次女续配。从官职

来看。其女亦是名门干金，却能接受填房这一婚配

方式。实属难得!

第六，著述严谨，反对家人刊刻己作，为后人端

正学风所效仿。王茂荫曾对子孙说他于学问二字毫

无根柢，动笔辄自惭，所存诗文、试帖都无足观，日

后有将此等诗文混行刊刻者，以不孝论。所以，在王

茂荫生前，其著作不见刊刻，只是到其去世后，其著

作才由其门生等刊刻问世。

第七。反对旧葬俗，提倡薄葬，为后入树榜样。

在古代，人士为安、重殓厚葬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

古人认为对老人孝不孝，很大程度上要看老人去世

后安葬得风光不风光、体面不体面，排场越大，越显

得死者有面子，越显得子女有孝心，由此导致丧事

相互攀比、大操大办，花钱多、程序多、讲究多。王茂

荫则要求子女：。只要将穴墩做好，以便验看，四边

陪衬规模。均待真用得后再做。”嘲伪这与现在提倡

的以“厚养薄葬”为特色的殡葬改革相一致。

三、家风．朱子家训与王茂荫家调

王茂荫家训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追寻其来源

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来看家风对其的影响。按照现代教育理

论．父母是子女成长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老师，或

日父母是子女的第一老师。但在王茂荫的成长过程

中．实际上祖母影响力对他最大。王茂荫3岁时其

生母即去世。其父长期在外经商。王茂荫的抚养全

赖祖母方氏。方氏是一个十分遵行传统道德且贤

淑、精干的女性，深明大义，治家有方，备受当地入

尊敬。王茂荫祖母方氏对他的影响至为深刻。他对

孙子的教育十分有道，既有教导．也有引导，更有身

体力行的影响。在大义上，她要求王茂荫忠君爱国，

不贪图钱财。道光十年(1830)，王茂荫中试举人。道

光十一年又联捷进士，当年九月，王茂荫告假省亲，

祖母方氏见到已经步入仕途的孙子，欣喜之余，她

谆谆告诫说：“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不及此，

今幸天相我家，汝宜恪尽乃职，毋营财贿，愿汝无忝

先人，不愿汝跻显位、致多金也。”潮在方氏80寿
辰时，王茂荫回到家乡，祖母告诫他的仍然是先前

那番话。方氏的这种思想境界，实在可贵。这番教育

使王茂荫一生受益，在为官实践甚至与人交往方面

都遵从祖母之训，并经常以此来教育子弟要读书上

进．正确对待财利。王茂荫在家训中所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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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祖母方氏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茂荫极尽孝道，也是其祖母极其孝顺的延

续。方氏品德高洁。对待老人极其孝顺，而且不但对

自己父母孝敬．对待公婆等长辈也是如此。老祖母

“老卧床第．动必需人。吾母勤沃浣、敬抑骚、涤圊

腧，每事必先意承志，如是十年，常得曾祖母欢。嗣

事先祖母至九十而终，敬哀兼尽。”嘲对婆婆，方氏
也很孝敬。祖母丈夫王康槐(王茂荫祖父)客死他乡

之年，婆婆已六旬。婆婆老年丧子，心情极苦痛，方

氏中年丧夫，亦是极悲痛，但她克制自己的伤痛，体

谅婆婆的苦衷，对她精心伺侯，百般开导，从无半句

怨言。方氏在孀居日子里，处妯娌亲睦无间言，扶侄

如子。这些对王茂荫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王

茂荫十分注重尽孝。网《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

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中提到：王

茂荫“京宦三十年，恒独处会馆中。自奉俭约，粗衣

粝食，处之宴如。”眸鲫岱-王茂荫在京任职期间，携家

眷仅一年多时间，主要是考虑祖母年事已高，自己

在京任职，不能在家尽孝，遂将妻室留在故里伺侯，

使自己能“恪尽乃职”，而无内顾之忧。这些行为无

不与方氏的要求与教诲相一致。

再来看徽州教育的影响。徽州崇尚朱子之学。

朱子云：“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

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

扶。”朱熹对子孙的要求是必须要读书，通过读书而

懂得诗书礼仪．对于后代的要求也主要是通过读书

达到教育的目的；王茂荫在家训中明确要求子孙要

读书，如果没有大才，只可通过小功名来达到为国

家效力的目标．并没有一味要求后代子孙博取功

名，光宗耀祖。两者思想虽有区别，但有相通之处。

均要求后代子孙通过努力读书，明礼义廉耻，懂规

范行为。

在对子孙教育上，朱熹对王茂荫的影响也是显

而易见的。朱子家训中提到：“臣之所贵者，仁也。父

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事师长贵乎礼

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王

茂荫在对皇上尽忠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在内尽孝，

要求子孙们忠孝两全。

综上所述，王茂荫家训的思想内容是较为丰富

的，王茂荫对子孙们的教导不仅仅是一种话语．而

且身体力行。其家训内容虽然具有他所处时代和阶

级的局限，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共通

性，其家训思想对于今天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特别

是家庭美德建设仍然有着某种借鉴意义。

注释：

(D指北通州森盛茶庄。王茂荫父亲王应炬创办。北通州印今

北京市通州区。

②此处父母系指王应矩及其夫人。

(参此处伯祖父母系指王槐康之兄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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