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国藩家风典范

严书翔

内容提要：从政治层面看，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毁誉参半的人物，既

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刽子手”的恶名。撇开是非功过和政治评价，

辩证地看待和评价的话，他的个人修养、学识、品行和家风家教无疑是优秀的，他的人格魅

力和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他的家风对当下和今后我国党风、社风和家风建设亦有重大的启

示和参考价值。本文依据《曾国藩家书》将其家风的精华内容概括为“和和第一”、“清白做

人”、“谨言慎行”、“勤俭持家”、“戒骄佚惰”和“耕读为本”六个方面。

关键词：曾国藩 家风 典范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 1811 年，卒于 1872

年。他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任翰林院检讨，道光 29 年（1849

年）升任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帝即位后，他先后兼任过

兵、工、刑、吏等侍郎职。从政治和社会层面看，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

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

有“卖国贼”的恶名。他一生经历中国近代哀朽的过程，无论他属何种类型的人，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后世的中国社会，都产生过重要的

影响。他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

三不朽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从个人修养和家庭家风层面看，他被誉为

是人世间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他是最好的兄长，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

入微；他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养儿育女的好榜样。他的家风，被后世视为中华

优秀家风的典范和楷模，包括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人对他都大加

称颂、崇拜不已。他的家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带有“保皇”、“保官”、

“保己”的封建色彩和个人及家族“权宜之计”、“保全之道”的自私性，

但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他的家风思想对当下和今后我国党风、

社风和家风建设亦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曾国藩毕生喜欢写家信，他的家风集中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中，特别是其

中的《治家篇》。本文依据《曾国藩家书》对其家风之精华略作剖析，以求抛砖

引玉。

一、和和第一

“和 和” 指 “和睦”、“和气”。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家庭和气、和睦与和谐，

所谓“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气生财”等都是这个意思。曾国藩的家族在

这个方面代表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一优秀传统，从他的曾祖父曾衍胜、祖父曾

玉屏到他的父亲曾鳞书和他本人，都十分注重家人和气、家庭和睦。从曾国藩与

祖父母、父母、兄弟、儿女的亲切平实的家信中，可一窥曾国藩家族一贯强调和

气、和睦、重视和谐的优秀家风。

曾国藩从小受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秉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做人处

事原则，以求达到家人的和气、家庭的和睦与和谐。他在家信中多次告诫家人怎

样和睦处理好家族、家庭关系和亲戚邻里之间的关系。

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父母书》一信中，他说1：

正月八日，恭庆祖父母双寿，男去腊作寿屏二架，今年同乡送寿对

者五人，拜寿来客四十人。早面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于十七

日、廿日补请二席。又请人画“椿萱重荫图”，观者无不叹羡！

男身体如常。新年应酬太繁，几至日不暇给，媳妇及孙儿女俱平安。

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借九弟

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常在家熟照管诸弟，且四弟天

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读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上大

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修银，男于八月付回，

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

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

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

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肆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

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

金竺虔家。

1《 曾国藩家书全编》【一】，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71 页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

和气蒸帮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

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

子，即为吾族光大门第，可喜也！

这封家书的最后一段，用现代语言表达，其意思是：“家庭和睦，

那福泽自然产生。如果一家之中，哥哥说了的话，弟弟无不奉行；弟弟

有请求，哥哥总是答应，充满和气而家道不兴旺的，从来没有见过。相

反的，如果不失败，也从来没有见过。希望大人体谅儿子的心志！就以

这封信禀告叔父大人，恕我不另写了。六弟将来必定是叔父家能承提家

事和祖业的人，为我们族上争光，可喜可贺。”

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与父母书》一信中，他又强调说2：

男接信时，又喜又惧，喜者，喜弟志气勃勃不可遏也。惧者，惧男

再拂弟意，将伤和气矣。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

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情，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九弟前年欲归，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则不复强留，亦恐拂弟意也。临别

时，彼此恋恋，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信之尢深。谓

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终身互相

依倚，则虽不得禄位，亦何伤哉？

在《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告诫诸弟和晚辈们说3：

初三日接上谕廷寄，余得赏三品顶戴，现具折谢恩，寄谕并折寄回，

余居母丧，并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局促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

渐次肃清，即当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

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

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

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

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

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险之，必以吾言为不谬

也。

在《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对兄弟们特别强调说4：

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至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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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

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十分赞同和认可其弟“家

庭不可说利害话”的说法5：

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说利害话，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

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极！

不说利害话、不说过头话、不说伤和气伤感情之话，这是处理家庭关系和人

际关系，换取家人、邻里和朋友和谐相处，求得家庭和睦与人际和谐的不二法则。

曾国藩肯定其弟“家庭不可说利害话”的说法，并对自己“惟说些利害话”进

行自我检讨，这是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以身作则、自我修正的优秀范例。

从上面五封家书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注重和强调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姊妹

之间、族人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和气、和睦与和谐相处。他多次强调：不论什么样

的家庭和家族，和则兴，不和则败。曾国藩家族之所以百年不败，长盛不衰，代

代有英才，与这种和和第一的优秀家风不无关系。

曾国藩关于家人和睦相处、家庭和谐建设的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可能

有个人和家族“自保”的功利性。但这个思想对今天的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建设

却有重要的启发。2016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代表时说6：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

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

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

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

富。

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

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

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

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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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白做人

清白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做人的要求。《楚辞·离骚》曰：“伏清白以死

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后汉书·蔡邕传》曰：“父棱 ，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

公”。 唐.白居易诗曰：“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宋苏轼《叶嘉传》曰：“ 叶

嘉， 真清白之士也，其气飘然，若浮云矣。” 明·于谦诗曰：”粉身碎骨浑不

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曰：

“至课计部君，以清白母坠家声，人谓有却鲊风。”《水浒传》第三回曰：“我是

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了？”叶圣陶《倪焕之》十三曰：“那是

没廉耻的行径，清白的女子不应该那样想的。” 中国成语“一清二白”就是指一尘

不染、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做人没有污点。

曾国藩继承了中华文化的这一优秀传统，在其家书中，他把清白做人作为一

条家规、家训和家风原则，对自己的家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在《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说7：

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

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

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这封家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我县新官增加赋税，我家不要去干预。

随他加多少，我家都照给。如果有告状的，我家不要搀合进去。凡属大

官的家庭，要做到没有半个字涉及到公庭，才是得体的。为民除害的说

法，是指除掉地方官管辖地域内所属之害，不是要除去地方官。可见，

曾国藩在处理家庭与国家、公事与私事方面，十分清晰明白，他要求家

人处事要做到公私分明，要得体，也就是清清白白，不留污点。

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月十八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说8：

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意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

衣服鲜明，仆从恒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

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结婚，发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与我为亲家，

非欲与弟为亲家，此语不可不明告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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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亲家为人何如，亦须向汪三处查明。若

吸鸦片烟，则万不可对，若无此事，则听堂上各大人与弟自主之可也。

所谓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亲近，我曾见过，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

若要对亲，或另请媒人亦可。

这封家信的大概意思是说：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愿意，是听

说常世兄这个人最喜欢依仗父亲的势力欺侮别人，衣服也太华丽，仆从

前呼后拥，显赫一时，恐怕他家的女子有做官人家的骄气奢气，这样会

破坏我家的家规，引诱我家子弟侈奢，现在他再三要结姻，发甲五八字

去，恐怕他家是要与我为亲家，不是想与弟弟为亲家，这话我不能不白

告诉你们。

贤弟的婚事，我不敢作主，但是亲家为人如何？也要向汪三那边查

问清白，如果吃鸦片烟，那万万不可能对亲。如果没有这件事，那就听

堂上各位大人与贤弟自主好了，所谓叫翰堂的那位秀才，他父子两人都

不宜去亲近，我曾经见过，衡陽人也有知道他底细的。如果要对亲，或

者可以另外请媒人。

由此可见，曾国藩哪怕是对家人子弟之间的婚嫁这样的家庭琐事问

题，也要求把对方的背景、品行、为人、嗜好等搞清白、搞清楚，即便

只是个人的婚姻问题，也不能稀里糊涂，随便将就，随便处之。

清白才能持久，才能经得起人生、社会和法律的检验，俗语说：“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曾国藩家族之所以百年不败，长盛不衰，代代有

英才，与这种清白做人的优秀家风亦不无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要清清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官；青少年要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等等。这

些要求与曾国藩强调“清白做人”的家风文化是一脉相承，不谋而合的。

三、谨言慎行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为人处世要慎言慎行，古语有云：“君子慎于言而敏于行”

或“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奉劝世人“慎言慎行”。《论语》中也通过“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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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

在其中矣。”从这些字句中可以品味中华文化“慎言慎行”的优良传统和真谛。

但真正去实践“慎言慎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慎言”，即说话要谨

慎，不夸口无法兑现的承诺。“慎行”，即谨慎自己的行为。谨言慎行不是不说，

也不是不行，而是“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事先将“行的结果、行的后

果、行的影响”计划好。曾国藩饱读儒家经典，熟悉中国历史，也深谙谨言慎行

的道理。曾国藩自慰其一生“不诳语”，他为人处世十分谨慎，在官场中成为保

官最稳、荣宠不衰、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的“神人”，其最大的秘诀可能首

推他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再加上他谨慎处世的原则与风格。

曾国藩的谨慎处世不仅体现在其为官、用人、处事等公务领域，也体现在个

人治学、修身、行动、生活等方面，还体现在他对家人的言行、婚嫁、关系处理

等方面的要求上。

曾国藩不仅自己处世谨慎，他更是把这种风格上升到家训、家规和家风的高

度，要求家人也坚持和扼守这种风格。

在《同治元年五月初十五日与季弟国葆书》一信中，他告诫家人说9：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

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

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斜满则人

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

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

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

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

而已。

在《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告诫在家乡的四弟说10：

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低其非，与之相处，宜

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

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

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弟既如此，并告子至辈常常如此。子侄若与官相

9
《曾国藩家书全编》【三】，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1023 页
10《曾国藩家书全编》【三】，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10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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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总以谦谨二字为主。

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提醒家人说11：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

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

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诸弟人人当

留心也。

在《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与纪泽书》一信中，他提醒其子纪泽说12：

尔奉尔母及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谨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长沙贼

退后，余有信来，再行收拾出京。

由上可见，曾国藩不仅个人处世、处事和言语方面十分谨慎，而且要求家人

在处理公务与家务、公事与私事、家庭与国家、家庭与社会、家庭与地方政府和

地方官员的关系以及处理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细节等方方面面，都必须谨言慎

行。这种家风不仅是当时时局和社会动荡生活的写照，而且是对儒家中庸文化的

继承与弘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谨言慎行的家风有“权宜之计”、“自

我保护”的私心和封建色彩，应该认真辨别和辩证看待。但是，中国俗话讲“枪

打出头鸟”、“否极泰来”、“树大招风”，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复杂的官场如

鱼得水、游刃有余，他的家族之所以长旺不衰，都与这种中庸之道的谨慎处世家

风有渊源关系。当然，过分的谨言慎行、明哲保身、自保而不敢说真话，就显得

虚伪了，也会限制人的思维、胆识和本应发挥的作用和应有的贡献。这一点请读

者认真辨别，不能盲目崇信。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以勤劳节约的精神操持家务，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

国寻常百姓家都倡导和坚持的优秀家风。曾国藩的上三代，曾祖父曾衍胜、祖父

曾玉屏和父亲曾鳞书都是务农的，他家传的治家八字决“书、蔬、鱼、猪、早、

扫、考、宝”，就充分体现了平常百姓家勤俭持家的生活与治家内涵。作为一个

曾经叱咤风云、战功卓著、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曾国藩一直没有忘本，没有忘

11
《曾国藩家书全编》【三】，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10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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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勤俭持家的祖训，而是大加提倡，大力弘扬，并时常告诫和提醒同辈兄弟姊妹

和晚辈要坚守治家八字决，要克勤克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在《咸丰十年闰三月廿九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与四弟国潢讨论说13：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备注：指曾国藩的祖父曾玉

屏）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

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

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

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

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

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

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

在《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再次与四弟国潢讨论说

14：

五月四日接弟廿一日县城一缄，得悉一切。“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横写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办，其次序则改为“考宝

早扫；书蔬鱼猪”。

在《咸丰十一年二月廿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再次提醒和告诫四弟

国潢说15：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师，不信医药，不信僧巫”。

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

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即不

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

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公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

失为上等人家。余每次写家信，必谆谆嘱咐，盖因军事危急，故预告一

切也。

纪泽儿不知已起行来营否？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

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乡之要诀也。

在《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特别强调说16：

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帐，后辈诸儿须走路，

13《曾国藩家书全编》【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693 页
14《曾国藩家书全编》【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703 页
15
《曾国藩家书全编》【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821 页

16《 曾国藩家书全编》【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587 页



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
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
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至今愧
憾，是以谆谆言之。

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再次提醒和告诫四弟

国潢说17：

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

子弟不骄者也，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去勤俭二字，

别无做法。弟与沅弟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

大口，后来恐难挽，弟须时时留心。

在《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又一次提醒和告诫四

弟国潢说
18
：

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二十八日至安庆，内外大小平安。门第太甚，

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

自安庆以至金陵，沿江 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沅弟之所攻取，余之幸

得大名高爵，皆沅弟之所赠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贻也。余欲上不愧

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俭为主。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

字则尚无五分工夫。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则尚欠工夫。以

后各勉其所长，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

由上可见，曾国藩继承其家族勤劳朴实的优良传统，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他不仅要求兄弟姊妹严守祖父留下的勤俭持家八字决，而且对个人做得

不够好的地方还经常反省和自我检讨。这种要求和自省自责，将平常百姓家信奉

的普通家风升华为宦官氏族的优秀家风。曾氏家族之所以百年不衰，英才辈出，

也与这种平常朴实的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戒骄佚惰

骄、佚、惰，即骄傲自满、奢侈淫佚、好吃懒做。作为出生于底层农民，而

后靠自己的学习、努力和机遇迅速成长起来，进入政治领域高官阶层的人家，往

17 随便看看吧网：《曾国藩家书》在线阅读（三 治家篇 致四弟 惜福贵乎勤俭）,

www.sbkk88.com
18《曾国藩家书全编》【四】，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1145 页



往会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发生，其家人特别是七大姑八大姨和子孙后

代很容易产生骄、佚、惰等不良习气，所谓“纨绔子弟”就是这么形成的。曾国

藩对此类不良习气时刻警醒，并时常提醒家人戒骄戒佚戒惰。

在《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与诸弟书》一信中，他提醒和告诫诸弟说
19
：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

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

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

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西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

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

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

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

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在《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与纪泽书》一信中，他提醒和告诫儿子说20：

胡二等来，接尔安禀，字画尚未长进。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

而学业未其益，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今年入学，学院批其诗冠通

场。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

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

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婬心生。孟子

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

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

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业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

门以内之勤惰也。

在《咸丰十年十月廿日与国荃国葆书》一信中，他提醒和告诫二弟说21：

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尚有遗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贤弟教

训后辈子弟，总当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在《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再次提醒和告诫说22：

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佚”三字。家败，离不得

19《曾国藩家书全编》【一】，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380 页
20《曾国藩家书全编》【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443 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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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弟切戒之！

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又一次提醒和告诫四

弟国潢说23：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

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

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

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

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

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

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情，则

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代名人名臣，他十分担心家族中出现“一人得道鸡

犬升天”和“纨绔子弟”等不良风气，所以他时刻警醒，反复教导和告诫家人牢

记谦、俭、勤三个字，戒除骄、奢、佚、惰等不良习气。曾氏家族之所以百年不

衰，没有污点，也与这种时刻警醒，戒除骄奢佚惰的优秀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六、耕读为本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门楣家风的教育和传承，讲求耕读为本，诗礼传家。耕读

为本就是以农耕和读书为本，不以升官、发财为本。作为历代务农的曾国藩家族，

十分信奉和推崇耕读为本的传统美德和家风。如前文所述，曾国藩的祖父所定之

治家八字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中，“蔬、鱼、猪、

早、扫”五字都是指农耕之事，“书、考、宝”三字是读书和诗礼之事。

对于这个祖传的家风，曾国藩在进入仕途之后，不但没有丢弃，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官场的险恶，他越发觉得耕读为本十足珍贵，他反复与家人讨论

这个耕读为本的八字决，反复提醒和告诫家人遵循和坚守。

在《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与四弟国潢书》一信中，他告诫四弟国潢说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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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全编》【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792 页

24《曾国藩家书全编》【四】，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 6 月第一版，第 1614 页



吾自五十以后，百无所求，惟望星冈公之后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

忘。吾德不及祖父远甚，惟此心则与祖父无殊，弟与沅弟望，后辈添丁

之念，又与阿兄无殊。或者天从人愿，鉴我三兄弟之城心，从此丁口日

盛，亦未可知。且即此一念，足见我兄弟之同心，无论何房添丁，皆有

至乐。和气致祥，自有可卜昌明之理。

沅弟自去冬以来，忧郁无极，家眷拟不再接来署。

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

模立定，以讲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由上可见，曾国藩久居官场之后，反而觉得“断不能久作此官”。他要求家

人“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讲读二字为本”，他甚至将“耕读”视为添丁添口、人

丁兴旺、家族昌明、薪火相传的根本和长久之计。这种思想虽然带有浓厚的“传

宗接代”封建色彩，但也不失为农业社会和动荡年代以勤劳朴实、读书务农换取

家族安宁、规避祸端、长盛不衰的一剂妙方。

结 语

曾国藩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毁誉参半的人物，但是他的个人修养、

学识、品行和家风家教无疑是优秀的，他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是十分深远的。青

年毛泽东曾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对曾国藩佩服之至，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

文正”的结论，他还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蒋

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还说“曾

公乃国人精神典范”，并多次告诫部下：“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

必读”。梁启超更是把曾国藩评价为古今中外“难得一二”的“立德、立功、立

言，三并不朽”的“超群绝伦之天才”。

曾国藩的家风在某些方面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封建性、自私自保性，不能盲

目推崇，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加以认知和辨识，应该用“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的原则加以传承。虽然他是一个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的思想在很多

方面还是充满正能量的，对我国当下和今后党风、社风和家风建设亦有十分重要

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2 月 28 日、29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



活会时指出25：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能有权力上、地位上的优越感。无论公事私事，都要坚

持党性原则，都要加强自我约束，鼓励和欢迎下级和身边工作人员监督，不折不

扣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对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

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坚决纠正。

2016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26：

希望大家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

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

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我看了很多革命烈士留给子女的

遗言，谆谆嘱托，殷殷希望，十分感人。

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秀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

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

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

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

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

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

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总书记虽然没有提到曾国藩，但是他要求的家风在曾国藩家族已然有了完美

的答案和体现。这就是曾国藩家风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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