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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1562—1633年），是睢
州 （睢县） 人，明万历十七年进
士，曾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
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并被列为中
国古代十大断案高手。他立朝不阿
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
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历
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

“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
之赏。

回溯到万历十九年，他出任苏
州府推官，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
的应天巡抚，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
冤案。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疏上，
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
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
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
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
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
集》）。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
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
仆寺少卿，升左通政。天启六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为
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
机务。

崇祯六年 (1633)十月，袁可立
卒，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
至睢州祭葬，并在尚书府第前街衢
之中修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
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河
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可谓盛典
矣。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
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
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在朝
堂上争得宝贵席位，能在群阉环伺
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
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
护名节，胜于功名。”

断案经历
苏州自古是江南重地，是明代

万历年间两任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
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
万历十九年，袁可立出任苏州府推
官。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
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
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
书无只字出入。”袁可立“平反疑狱
无葁，扬贞汰垢”，知府“倚公如左
右手”（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
公墓志铭》）。

太守石昆玉因为廉洁刚正而得
罪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公开对石
昆玉进行弹劾陷害。查问的公文下
到江南四郡，四郡的理刑官公推袁
可立来主审这件棘手大案。袁可立
按状依法为石昆玉洗雪冤狱，同僚
们十分害怕齐往后退缩。袁可立
说：“万事由我一人承担，我为什么

要因为上台官员的淫威来诬陷我们
的贤太守呢？”案件调查完毕，袁可
立对李巡抚宣读，声音铿锵有力。
巡抚十分羞愧，拿起屏风遮住颜
面。袁可立宣读法令更加严厉，巡
抚无地自容自己弹劾自己而去职。
朝野一齐称颂袁可立是一个刚正不
阿的好官。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
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
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
（《节寰袁公墓志铭》） 董份，
浙江乌程县(湖州)人。明嘉靖进士，
官终礼部尚书。给事中欧阳一敬劾
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为人贪
险，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
田。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
成提出惩戒家奴。言行一出，立即
引起湖州民众抗议。同时有乌程县
祭酒范应期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
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
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令乌
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
堪其辱自缢而死，范妻吴氏赴京诉
冤。万历帝怒，命将彭应参、张应
望下狱，谪知县张应望戍烟瘴之
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
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

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等朝中
大佬广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所
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
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
在此情形下，上台命苏州府推官袁
可立审理这一棘手大案，袁可立走
访了因处理此事而刚刚辞职的同乡
前湖州知府刘涣，首先“博收讼牒
下各县以杀其势”，他通过调查得出
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田产多以抵债
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
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
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
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
势民众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施暴
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节
寰袁公传》），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
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
动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经过
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
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

巡海问琉球，断案奇如神。袁
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
为倭寇处以极刑的一时竟多达数十
乃至上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
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
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
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

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一些贫困不能
归家者还发给路费。“公尝查盘海上
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公
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
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
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
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五载。”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
铭》）。万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
尚书）上其事，“以治行异等”擢袁
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
留，哭送百里不绝。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
戚，还是朝中重臣，凡有贪纵不
法，袁可立一并弹劾论处。并亲自
审理有重大影响的疑难刑民案件，
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一时京
城“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
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断案故事
涉倭案 。明万历二十二年，袁

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
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
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
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
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
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
免遭屠戮而获释。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
（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
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
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
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
精美，但谢绝了千总将刀退还，袁
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
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
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
寇数百，擒获 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
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
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
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
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
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
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
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哑也
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
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
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
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
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
中，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顿
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
总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
盗，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
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
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
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
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
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
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
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
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抗旨斩弄臣万民呼青天。袁可
立以御史巡视京都西城，时有皇帝
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可
立即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
于五都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
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
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
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
有三尺，不知弄臣”。（黄道周《节
寰袁公传》） 遂将说者驱之门外，
众阉知道后恨之切齿。同僚们都为
袁可立捏一把汗，奉劝道：“以近臣
怵，公宜纵之”，“斯寺未必过切，
足下何与之深隙兮？且弄臣也，其
如此辈人自明，将降祸蝎公矣。”
（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
神道碑》）“已而，果得中旨赦之，
可立不为动。”（汤斌《睢州志.袁可
立传》） 袁可立已将生死置之度
外，在命案和王法面前并没有给皇
上留面子，毅然将弄臣正法于市，
万民相跪，呼“袁青天”。

袁可立：中国历史上的断案高手
□ 芳华亭

袁可立塑像。 资料图片

何思玉，河南睢县人，1938年生。原任商丘
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该系文学教授。

何思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始于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他研究的领域比较宽广:涉及中
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外国
文学、写作学、文章学等。对《红楼梦》的研究，他
率先提出了关于红学史学的建议，把研究《红楼
梦》的历史过程当作一门经典的学科；另外，他
还撰写多篇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论文。他研究
《红楼梦》不从考据学、版本学、索隐派入手，而
是从《红楼梦》的思想、人物、艺术结构、语言等
方面入手，对这本书的诸多艺术奥妙进行解读。
对《西游记》的研究，他提出《西游记》主题思想
的转换是中国文学强大的乐感性特征决定的，
也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乐观主义传统决定的；他
提出了《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形象社会属性的
侠士说。对《水浒传》的研究，他提出水泊梁山众
好汉的行为，除了表现社会性、阶级性以外，还
表现了人性的突围，是人性的本性决定的。对鲁
迅思想的研究，提出鲁迅思想发展呈现出一种
突飞猛进但始终呈现一种未完成性特色；对《阿
Q正传》的研究，他提出阿Q主义（精神胜利）产
生的根源是私有制，在私有制条件下，有产者对
财产和权势的无穷无尽的占有欲望与这种欲望
永远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这样一来，在物质领
域里不能完全占有，便在精神领域里占有，这是
一种畸形的占有方式。精神胜利有积极意义的
和消极意义的两种。对于《朝花夕拾》的研究，他

提出了鲁迅先生作品三个天平的理论：放在历
史天平的公正，放在人性天平的宽容，放在战斗
天平上的严峻。对《故事新编》的研究，他提出了
三个存在物的理论：历史的存在物，也既是文化
的存在物；现实的存在物，也即是在现实的生存
条件下，人们的角色地位的各种状况；理想的存
在物，也即是未来的存在物。对于老舍的研究，
何思玉提出老舍的死因是他灵魂法庭自我审判
的必然结果，老舍的名作《茶馆》的思想主旨是
说明三个时代都不能救中国，潜在的主题是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何思玉的文学批评具有一种创造性前瞻性
的透视能力，即道别人之未道，发别人之未发的
原创性的思维深度。对《西游记》的研究，学界认
为许多地方是原创性的，在学界引起较大的反
响，当年《新华文摘》做了摘要，《东北师范大学
学报》发表文章对《西游记》研究的历史进行了
梳理，认为何思玉的研究为第五家学派。何思玉

对诸多学术问题提出新颖的观点，作出合理的
解释，大家感到不好解释，感到困惑的问题，经
他的点拨，便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例如当年鲁
迅和吴宓关于人性论的争论，在今时期有人试
图为吴宓翻案，认为吴宓是对的。这时何思玉发
表文章《鲁迅、吴宓交锋的当代解读》，指出吴宓
当时的观点从长远观点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当时他错了。鲁迅作为一个战士，在处理文学
的审美理性和工具理性关系时，他情不自禁的
向工具理性倾斜，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做出
了重大的牺牲，这种牺牲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因
为没有了现在，便没有了未来。这篇文章的发
表，对于鲁、吴之争具有总结性意义。又例如关
于《藤野先生》一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它的
主题思想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主
题思想是表彰藤野先生的崇高品质和鲁迅的友
谊；有人认为该文的主题思想是说明鲁迅先生

“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过程的；还有人认为把
两者结合起来而既表现了藤野先生的崇高品质
又表现了作者的思想转变。这时何思玉在《蒲峪
学刊》发表《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一文，提出关
于《藤野先生》一文主题思想的争论，源于学者
们的起点太低，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太就事论
事了，本来紧贴文本，这是对的，问题是太贴近
文本，对时代对作家所处的环境，对作家的思想
历程不了解或理解不深，对文本也不会有深刻
的理解。何思玉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作家思想
发展历程的高度，站在鲁迅寻找出路的心理历
程的高度，研究《藤野先生》一文的主题思想。何
思玉认为，《藤野先生》的主题思想应该是鲁迅
先生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一个思想发展的轨迹
点，是“遍觅药石,以疗痼疾”环形思想发展的一
环。不能用准确性、精确性或正确性来要求他，
而要用急迫性、急切性来理解他。

何思玉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还有一种科
学预见性。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举一个小例
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作家张一弓展露头
角的时候，何思玉对张一弓的创作有两个预见：
一是张一弓农村题材的创作是暂时的，他的创
作必然向知识分子领域发展；一是张一弓家庭
存在危机，他必然要写出寻求真正爱情的作品。
这两项预见，都应验了，他后来写出《远去的驿

站》，是反映河南古城开封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
长篇小说，应该说这是他创作的归宿；他后来又
写出《都市里的野美人》，表现了作家对真爱的
寻求，家庭也真的解体了。在上世纪末，学者纷
纷预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世
界文化、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著名学
者季羡林发表文章和演讲，他认为，“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文化、文学的发
展，必然以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为核心，中国文
化、中国文学是世界的领跑者。对季羡林，何思
玉是尊敬的，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何思
玉在杭州大学《语文导报》发表题为《对二十一
世纪文学的展望》一文，提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
学和中国文化和世纪文学、世纪文化必然走向
一体化，是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的一
个关键世纪。东西文化或文学成为互补、互动、
互文的态势，看来，这个预见性虽然还没有成为
现实，但发展态势却是确定的。

何思玉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具有现实性
和党性，他不是躲在书斋里的老学究，也不是
呆在象牙之塔内的书虫，他密切关注国家的民
族的前途和命运，密切关注文坛发展的方向，
他的文章是和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反对人云亦云，吃
别人嚼过的馍；反对因循守旧，反对盲目怀
旧；反对思想僵化，主张改革、开放，主张吸
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的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
套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何思玉的批评文章
具有新思维、新方法、新思想、新观点，有强
烈的党性原则，凡是对共产主义不利的，他坚
决反对，但他的文章却并非是教条僵化， 而
是尖锐泼辣，一针见血，似有霹雳之声，在字
里行间跳跃滚动。

何思玉由于成绩巨大，贡献突出，曾先后获
得各种荣誉:商丘地区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
家、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教师、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论著获
得省、市级多种奖项。除了坚持教书育人之外，
他还有一个庞大的科研计划，即对中国现、当
代文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形成对整个中国二十
一世纪文学的系统研究和评论，形成有个人特
色的评价体系和理论框架。

文章可闻霹雳声
——作家、教授何思玉评介

□ 万济江

艺苑风景

夏邑县栗城广场智慧书屋，每逢星期日座无虚席。国庆节期间，县图书馆、乡村图书
室和智慧书屋每天都迎来上千名的读者。2018年夏邑县图书馆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国家一
级图书馆”。图为10月13日图书馆内读者读书的情景。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本报讯 （季 哲） 2019 年 9
月 27日，由CBERI中国品牌经
济研究院联合希鸥网主办的
2019 中国品牌经济峰会在北京
举办。本次活动以“预见未来”
为主题，邀请了 20余位嘉宾分
享品牌与经济故事，200多位行
业精英、意见领袖和媒体人参加
了本次活动。

活动还揭晓了“年度企业品
牌经济指数系列榜单”，榜单由
品牌经济研究院联合 50家媒体
联合推出，旨在鼓励品牌创新、
激发品牌经济新思维，主要依据
企业品牌经济指数和评委综合打
分，反应的是品牌在一定时期内
的经济活跃度和市场传播度。

在这次活动上，北京成语故
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二十家企
业荣获 2019 最具市场号召力品
牌奖，少儿电视剧《中国成语故
事》获评 2019 年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号召力作品奖。

北京成语故事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自成立以来，北京成语故事
公司联盟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河
南影视制作集团等单位已经拍摄
出 125集《中国成语故事》电视
剧和30余部电影。其中，125集
电视剧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全国

“中国梦”为主题的重点电视
剧，10 部系列电影《侠僧探案
传奇》被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列
为重点影片，成为标杆式作品，
并一一获得“北京市政府文化重
点企业扶持奖励”。

北京成语故事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获2019年最具市
场号召力品牌奖

本报讯 （季 哲） 金秋时
节，商丘女子诗社近三十位女诗
人，于9月22日到中国葛天文化
之乡、中国长寿之乡——宁陵县
万亩梨园举办采风创作交流活
动。

这次活动丰富多彩，让诗人
们充分认识了宁陵的葛天文化、
梨文化、酒文化、长寿文化，激
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且领略
了葛天文化的厚重，为推动宁陵
文化旅游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商丘女子诗社成功
举办“宁陵梨园
采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