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起源于商丘的殷商文化中，反腐倡廉及
以法治腐开历史先河，为以法治国、奠定和推
动历史发展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打下了基础，成
为历代圣王和贤吏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部分。综览史书记
载，商朝的建立者商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
出反腐倡廉及其法制建设的帝王。

商汤的廉与夏桀的腐
商汤，名履、天乙，甲骨文卜辞作唐、大

乙、高祖乙，灭夏后又称殷汤、武王、成唐、
武汤、成汤；其先祖是远古五帝之一的帝喾。

《艺文类聚》引《世本》说：“帝喾卜其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
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契；次妃陈酆
氏庆都，生子放勋；次妃陬訾氏女生帝挚。”
据刘向《列女传·契母简狄》和司马迁《史
记·殷本纪》记载，契被尧、舜两代帝王封在
商地，于是有了远古的商国；舜帝赐其姓为

“子”。《宋书·符瑞上》载：“（契）后十三
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
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下锐上（面部
上尖削下丰满），晰而有髯 （皮肤白皙而有
髯），句身而扬声（身子佝侵而声音洪亮），身
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在亳（今商
丘），能修其德……”

商汤为夏朝方伯时，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夏
桀为帝。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腐败荒淫、不思进
取，骄奢淫逸的君主。《竹书纪年》和《汲冢古文》
记载，夏桀“筑倾宫（巍峨的宫殿）、饰瑶台、作琼
室、立玉门”，“殚百姓之财”。《帝王世纪》
载：夏桀“多求美女，以充后宫，为琼室瑶
台，金柱三千”，“大进侏儒倡优，为烂漫之
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与妹喜
（夏桀的妃子） 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膝
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桀为发裂缯，以顺适
其意。”《尸子》曰：“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
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
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博
物志》曰：“夏桀之时，为长夜饮，居深宫中，男女
杂处，三旬不出，不听政。”《管子·轻重甲》记载：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
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可见当时的夏桀腐
败到何种程度。

商汤对夏桀的腐败十分厌恶，决然反其道
而行之。《国语·鲁语上》载：“汤以宽治民而
除其邪”。《淮南子·修务训》说：“汤夙兴夜
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
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蠕，百姓亲附，政令
流行”。《管子·轻重甲》记载：“桀者冬不为
杠 （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不束柎
（夏天不准百姓在河上编扎木筏），以观冻溺
（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弛牝虎
（母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
疏而积粟（收贮蔬菜和粮食），饥者食之，寒
者衣之，不资者振之 （对贫困的人给予救
济），天下归汤若流水。”《尚书·仲虺之诰》
说：“惟王（指商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已，改过不吝；
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大王不近声色，不聚
货财；德盛的人用官职劝勉他，功大的人用奖
赏劝勉他；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
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昭信于万民。）

商汤为政廉洁，和夏桀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夏桀极度腐败而诸侯叛夏；商汤廉洁而施
仁德，诸侯归汤。商的崛起让夏桀感到不安。
正巧，夏朝的忠臣关龙逄因苦谏夏桀不要腐
败，结果被杀，商汤派人前去吊祭关龙逄。桀
对商汤更加恼怒，假召商汤入朝议事，待商汤
到后，将商汤囚禁于夏王朝监狱——夏台（又
称钧台，今河南禹州）。《史记》记载：夏桀

“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商汤的右相伊尹、左相

仲虺十分着急，为搭救商汤，用大量珍宝、美
女去贿赂夏桀。桀得了贿赂，才放汤回商。桀
囚商汤让诸侯为之不平。《史记》记载：“汤修
德，诸侯皆归汤。”《竹书纪年》载：夏桀“二
十三年，释商侯履。诸侯遂賔 （归顺意）于
商。”夏朝统治基础渐渐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

商汤被囚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夏桀的
腐败与无道，为了拯救天下，在诸侯的广泛支
持下，起兵伐桀，在动员令《汤誓》中这样
说：“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如何）？’夏王
率遏众力，率割（剥削）夏邑。有众率怠弗
协，曰：‘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夏德若
兹，今朕必往。”（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乱！因为
现在的夏朝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
它。……夏王耗尽民力，剥削人民，民众怠慢
不恭，同他离心离德；夏桀曾把自己比作太
阳，民众却说：“这个太阳呀，你什么时候消
失呢？我们愿意同你一起灭亡。”夏桀的品德坏
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天帝命令我去讨伐他，我不
能不遵从。）最后商汤推翻了夏朝，在夏王都告
祭天地以后，就率军回商的都城——亳。

各地的诸侯纷纷到亳来祝贺，表示臣服。
数月之间，就有“三千诸侯”大会于亳。在诸
侯的推戴下，商汤即了天子位。《古本竹书纪
年》记载：“汤将奉天命放桀，梦及天而舓
之，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

商汤废除了夏桀的政令
商汤总结夏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夏桀

的腐败造成天怒人怨。为汲取夏桀的教训，商
汤废除了夏的政令，作《汤诰》警告诸侯。
《史记·殷本纪》记载：“维三月，王自至于东
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
事。予乃大罚殛女（汝），毋予怨。’曰：‘古
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
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
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
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
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三
月，殷王亲自到了亳都东郊，向各诸侯国国君
宣布：“各位可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要努
力办好你们的事情，为民造福。否则，我就对
你们严加惩办，那时可不要怪罪我。”又说：

“过去禹、皋陶长期奔劳在外，为民众建立了
功业，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当时他们治理了
长江、济河、黄河、淮河，万民才得以定居下
来。后稷教导民众播种五谷，民众才知道种植
各种庄稼。这三位古人都对民众有功，所以，
他们的后代能够建国立业。从前蚩尤和他的大
臣们在百姓中发动暴乱，上帝就不降福于他
们，这样的反面教训应该汲取。圣人的教诲，
可不能不努力照办啊！”又警告说：“你们当中
如果有谁腐败贪婪，干出违背道义的事，那就
不允许他回国再当诸侯。”伊尹为此作了《咸
有一德》，说明君臣都应该有纯一的品德。）

商汤建立商朝后，减轻征赋，鼓励生产，
安抚民心，国家逐渐富强，万民有了平安的日
子，商汤受到天下人的拥护。《周易》评价
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商汤宽以待民，万民称颂。但商朝不久遇
上了亘古未有的旱灾，五谷几乎绝收，民不聊
生。商汤万分焦急，让太师占卜天不下雨的原
因。太师占卜后说：“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
使老天下雨，必须用活人做牺牲祭天，让天神
看到我们的真诚。”据《淮南子》等史籍记
载，成汤说：“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
天求雨，正是为了百姓。如果必须由人做牺牲
老天才可下雨，也不能让百姓做牺牲，就让我
做牺牲吧！”商汤决定献出自身而求雨，惊动

了万民，臣民急得大哭，都说：“我们圣明的
君主若是死了，今后国家依靠谁呢？”但成汤
意已决，他剪去头发，断掉指甲，沐浴后浑身
缠上白色的茅草，白马素车，到都城桑林门
外，命人堆好要点火的薪柴，他跪在神台上祷
告，陈述六件事情以自责：“是国家的政令不
好吗？是让人民受到疾苦了吗？是宫室修建太
奢华，劳民伤财吗？是女宠太多了吗？是官员
收受贿赂了吗？是进谗言说坏话的人太多了
吗？如果是，都是我一人有罪，不要连累万
民，请上天对我进行惩罚吧……”之后他坐在
薪柴上，将焚身以祭天。就在火将要点着时，
大雨倾盆而下，浇透了大地，救了万民。

商汤贵为一朝之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生
存不惜自己的生命，甘愿以身事牲，使其圣德
升华到了极致，前无古人。

为防止腐败，商汤制定《官刑》来管理百
官

根据史籍记载对商汤仔细分析，可以发
现，商汤从为商国国君到伐夏，一直到建立商
朝后的治国方针，无不贯穿着反腐倡廉的思
想。商朝建立后，商汤对反腐倡廉更加重视。
至于商汤在位时反腐倡廉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尚书·伊训》中作了记载。商汤逝世后，又
经过两代短命的帝王，最后在宰相伊尹的主持
下，商汤的嫡长孙太甲做了帝王。《尚书·伊
训》记载，伊尹教育太甲说：“先王肇修人
纪，从谏弗昲，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
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
邦，兹惟艰哉！ 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
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
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呜呼！嗣王祗厥身，
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
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尚书·伊训》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先王
成汤开始创立为人的纲纪，他从善如流，听从
长者贤者的建议；身处帝王之位却能够明察善
断，作为臣子的人也能够忠心不二；与人交往
不苛刻，约束自己恐怕自己赶不上别人，因此
能够坐拥天下，这是十分困难的。汤王大范围
地选择德才兼备的能人，使他们辅助你们后
嗣；还制定《官刑》来管理百官。《官刑》上
说：“敢有迷于宫廷歌舞、酗酒的，这叫做巫
风。敢有贪求钱物与女色、沉浸于游乐田猎
的，这叫做淫风。胆敢侮辱轻慢圣人之言，拒
绝忠言规劝，疏远德高望重的人，亲近愚昧无
知的人，这叫做乱风。这三种风气产生十种过
失，卿士大夫如果身上有其中的一种，必然会
丢失家室；诸侯国君如果身上有其中的一种，
他的国一定会败亡。身为臣下不能匡扶正义
的，要以墨刑论处。这些对于下士也要详细教
导。”啊！关于这些，继王位的君主要能够从
自身做起，时刻牢记呀！圣人的谋略十分完
备，留下的箴言也颇为清楚。上天是否会赏赐
神命，没有定论，但是对于作善事的，就会赐
予各种祥瑞；对于作不善的，就赐给他百殃。
你修德不论多小，天下的人都会感到庆幸；你
行不善，即使不大，也会导致国家败亡。"

由此可见，商汤生前有先见之明，为防止
诸侯和官员腐化堕落，督促官吏廉洁守法，在
总结夏朝覆灭的原因后，为防止腐败，制定
《官刑》来警戒百官，有敢于贪腐者一定要受
到严厉的惩罚。在商汤为商王期间，由于反腐
倡廉，施行德政，“以宽治民”，阶级矛盾较为
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日益强盛。《诗
经·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

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商汤逝世后，伊尹仍让嗣王太甲和大臣们时刻
牢记商汤千万不要贪腐的教导。商汤反腐倡廉
的法规在商朝影响了几代人。《吕氏春秋》评
价商汤说：“行大仁慈，以恤黔首（以救济百
姓），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
归之，故王天下。”

自古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因为打天下
时，首领和部下都以天下为己任，很少考虑自
己的利益和享受。而一旦得了天下，往往就开
始考虑各自的利益和享受了，腐败现象就会逐
渐发生，导致亡国。在商汤之前，虽然也有廉
洁的帝王在不同方面为人作出表率，而且《左
传·昭公十四年》记载夏朝前期已有“昏、
墨、贼、杀”的法律条文，但在反腐倡廉方面
并没有创造出较为完事的思想体系和法律。商
汤能从夏朝的灭亡中总结历史教训，为防止因
腐败而丧国，提出一整套反腐倡廉的理论并制
定惩罚腐败的《官刑》，这是一个伟大的创
造，是商汤比他之前的圣明帝王更理智、更聪
明的地方，也是他比其前的历代圣君更圣明的
地方。

商汤创立的廉政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史籍记载来看，商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位把反腐倡廉作为法律的帝王。他超前的圣
明，给后来的执政者留下了一笔最为宝贵的财
富，是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中最为伟大的思想之
一，更是殷商文化中最为伟大的思想之一。商
朝到纣王时，抛弃了商汤的教导，像夏桀一样
腐败，结果纣王被周部落推翻，商灭周立。从
西周开始，周朝的统治者对商汤反腐倡廉的法
律十分重视，对官吏进行“廉洁”考核。《周
礼·天官·冢宰》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
群吏之治（用评判官府的六计来判断群吏的政
绩）：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
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易经》里讲，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朝把商汤
的廉政思想继承了下来。从周朝之后的朝代，
历代有作为的君主，无不把反腐倡廉作为国
策。秦朝兴盛时，将贪污受贿列入《盗律》，
规定贪污“十金”即十万钱以上者处以死刑。
西汉王朝在先秦廉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
了以廉政思想为指导、廉政制度为约束、廉政
文化为引导的廉政建设体系。在廉政思想建设
方面,西汉确立了一套以民为本、德本法用、
倡导节俭、选贤任能为核心的廉政思想体系,
在强化监察文化的同时,通过选拔人才的察举
征辟制度、培养人才的教育考试制度、对官员
的廉政考核制度，出现了以歌谣、辞赋、奏议
为主要体裁的西汉文学,并出现了《礼记》这
一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礼记》
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
正，国之肥也。”东汉光武帝刘秀“长于民
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
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官，还汉世之
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
（历史上的糜糜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
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对东汉初年廉洁风气
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唐朝开国，唐太宗认
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
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到宋朝时，宋真宗颁
布《文武七条》，首先强调清心，紧接着便强
调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明朝时，统
治者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使官吏“不敢为
非”、“念为廉吏”，赢得了一百多年吏治清明
的安定局面。清朝从顺治到嘉庆时期，是建
立、巩固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所采
取的廉政立法及措施，较之以前历代都要缜密
完备。总之，商汤创立的廉政思想体系和法
律，对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很大影响。

反 腐 倡 廉 的 商 汤
□ 刘秀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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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虞
城人，从小就听父母们讲他
们儿时的故事，我第一次知
道黑白电视机是姥爷家的那
一台基本上没有节目的电视
机，从小在我印象中父母都
很怀念儿时的事物，感觉那
就是他们一辈子的精神财
富。

面对这样的好奇终于在
虞城郭土楼村有机会见到实
物了，我妈妈陪着我来到这
里，她津津有味地讲述着，
我认真的听着，仿佛我也回
到了那个年代，对它们也都
产生了感情，变换着角度拍
着，希望能给它们注入一种
灵魂，一路拍下来感觉自己
内心很安静，仿佛听到了池
塘里蛙声一片。

刘俊曦 摄影报道

老家民俗

3月19日，夏邑县城关镇居民在沱河景观带放风筝。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沱河两
岸的杏花、桃花、迎春花、玉兰花竞相开放，馨香四溢，成为游人赏花观景的好去
处。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河南省洛阳市一座西汉大墓出土的若
干圆形玉璧、带孔玉片和金丝等，近日被
考古人员证实属于一种独特的古代葬器
——温明。这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器
物，在中原地区系首次发现。

关于温明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
霍光传》。西汉权臣霍光死后，皇帝和太
后“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东园温
明，皆如乘舆制度”，规格极高。根据描
述，温明形状像一个方形的桶，里面带有
铜镜，其中一面开口，罩在死者头上。

洛阳这座西汉大墓，出土随葬品种类
丰富且等级较高，此前曾出土过一件装有
约 7斤液体的青铜壶，液体被证实为矾石
水，即古人眼中的“升仙药”，备受世人
关注。随着主墓室整体搬迁至实验室继续
清理，温明这件葬器也逐渐被揭示出来。

目前，这座西汉大墓主墓室的实验室
考古仍在有序进行，有望为研究中国西汉
中晚期高级贵族的生活习惯、埋葬习俗等
提供更多实物材料，墓主人的身份也有待
进一步求证。 （据新华社）

洛阳西汉大墓出土罕见葬器“玉温明” 系中原地区首次发现

近日，人民出版社与美国圣智学
习集团盖尔公司和加拿大皇家柯林斯
出版集团分别签订了《中国疫苗百年
纪实》《最美逆行者》及《战“疫”
日记》 三本图书英文版输出版权协
议，方便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多角度
了解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细节与过
程。

据介绍，三部图书均为人民出版
社新近出版的纪实类作品。《中国疫
苗百年纪实》记录了中国百年来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防疫史，梳理
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的历史脉络，以及新中国如何通
过疫苗造福人民的发展历程；《最美
逆行者》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主
编，通过一系列感人故事，勾勒出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医务工作者的英雄群
像；《战“疫”日记》跟进式展现了
广大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以及
武汉人民为阻止疫情蔓延做出的巨大
牺牲与奉献。

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和加
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
中国抗疫图书英文版的出版意义重
大，可以帮助全球读者通过这些真实
感人的“中国故事”，感受中国的努
力，了解借鉴中国经验。

据了解，目前三种图书的翻译工
作已紧锣密鼓地展开，近期将与广大
海外读者见面。

人民出版社输出三种抗疫
图书版权 助力全球抗疫

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
法庭旧址陈列馆、张氏帅府博物馆、
沈阳金融博物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
址陈列馆、新乐遗址博物馆、沈阳汗
王宫遗址陈列馆于3月17日正式恢复
对外开放。

开馆当日，记者在沈阳故宫看
到，博物馆在大清门入口处设置了隔
离带，安保人员正在对排队验票的观
众测量体温，实名登记，排队观众保
持着1.5米以上的距离。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这 8家恢
复开放的博物馆都实行实名制预约参
观。观众可通过电话或网上预约参
观。参观当日，观众须出示本人身份
证原件。参观时须全程佩戴口罩，入
馆前须接受体温测量。

疫情防控期间，8家博物馆实行
限流参观。沈阳故宫博物馆每天限额
4000人，上、下午各 2000人，建议
观众参观时间控制在 2小时内。博物
馆瞬时接待量不超过 800人，当馆内
人员密度较大时，博物馆将根据具体
情况采取控制入馆速度等措施。

（据新华社）

沈阳故宫等8家博物馆
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