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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范仲淹的节俭清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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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范仲淹野先忧后乐冶的名言之所以千古传诵袁归根结底在于他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身体力行曰青少
年求学时期袁他以异乎常人的刻苦砥砺自己的志操曰入仕以后袁他以野忍穷冶二字砥砺官德曰终生不渝的袁
是以他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遥
关键词院清苦曰 忍穷曰 忧患意识曰 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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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说过几句好话的袁太多了袁能成为名言而被后人长久记诵的袁不多遥 归根结底袁不在于说袁而在
于做得如何遥 北宋名臣范仲淹渊怨愿怨员要员园缘圆冤野先天下之忧而忧袁后天下之乐而乐冶的名言之所以千古传
诵袁不仅在于他提出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这一立身行事的准则袁尤其在于他终其一生一以贯之的
身体力行遥 据欧阳修为他所作的叶神道碑曳记载袁范仲淹的这两句话袁其实是他青少年时代即曾立下的志
向遥 苏东坡在其叶范文正公集叙曳中说院野孔子曰院耶有德者必有言爷袁非有言也袁德之发于口者也遥冶正是范
仲淹一生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所作所为袁累积和映衬出这两句话的份量与光辉遥 范仲淹为后世称道的
品德是多方面的遥 这里仅就其节俭克己尧廉洁奉公作一介绍袁对于我们的政府官员来说袁对于建设节约
型社会来说袁或许会多一面镜子袁多一些启迪遥

一

以清苦砥砺其志操

范仲淹本为妾生遥 襁褓之中袁其父范墉去世遥 母亲谢氏后来为范家所逐袁带着年仅四岁的仲淹改嫁
淄州长山渊今山东邹平冤士人朱文翰遥 后来继父又死袁母子相依为命袁受尽屈辱袁备尝艰辛袁因而也就使他能
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袁了解人间的苦难与不平遥 仲淹从小胸怀大志袁野试以商贾技艺袁一无所乐冶袁他决
心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袁通过作官来解救人民的痛苦遥 据宋人吴曾叶能改斋漫录曳记载院野范文正公
微时袁尝诣灵祠求祷袁曰院耶他日得位相乎钥爷 不许遥复祷之曰院耶不然袁愿为良医遥爷亦不许遥 既而叹曰院耶夫
不能利泽生民袁非大丈夫平生之志遥爷他日袁有人谓公曰院耶大丈夫之志于相袁理则当然曰良医之技袁君何愿
焉钥 无乃失于卑耶钥爷公曰院耶嗟乎浴 岂为是哉浴 古人有云院野常善救人袁故无弃人曰常善救物袁故无弃物遥冶且
大丈夫之于学也袁固欲遇神圣之君袁得行其道遥 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袁若己推而纳之沟中遥 能及
小大生民者袁固惟相为然曰既不可得矣袁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袁莫如良医遥 果能为良医也袁上以疗君亲
之疾袁下以救贫民之厄袁中以保身长年遥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袁 夫良医袁则未之有也遥冶渊卷 员猿冤野不为良
相袁便为良医冶要要
要仲淹就是带着这样的志向与理想袁开始了他的苦读生涯遥
据曾受仲淹举荐的彭乘所著叶墨客挥犀曳记载院野庆历中袁范希文渊仲淹字冤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渊今陕
西彬县冤袁予中途上谒袁翌日召食遥 时李郎中丁同席袁范与丁同年进士也遥 因道旧日某修学时袁最为贫窭遥与
刘某同在长白山渊在今山东邹平县境冤僧舍袁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袁经宿遂凝袁以刀为四块袁早晚各取二
块袁断齑十数茎袁醋汁半盂袁入少盐袁暖而啖之袁如此者三年遥冶这便是形容励志苦读的典故野划粥断齑冶的
由来遥 据仲淹后人大约编成于北宋晚期的叶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曳渊以下简称叶言行录曳冤载院野公在淄州长白
山僧舍读书袁一夕见白鼠入穴中袁探之袁乃银一瓮袁遂密掩覆遥 后公贵显袁寺僧修造袁遣人欲求于公袁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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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书复之遥 初袁僧怏然失所望遥 及开缄袁使于某处取此藏遥 僧如公言袁果得白银一瓮遥 要要
要今人往往谈此
事遥冶二十三岁那年袁仲淹去应天府渊今河南商邱冤书院求学遥 据其叶神道碑曳称院野入学舍袁扫一室袁昼夜讲诵遥
其起居饮食袁人所不堪袁而公自刻益苦遥冶叶宋史曳本传亦称院仲淹野昼夜不息袁冬月惫甚袁以水沃面曰食不
给袁至以糜粥继之遥冶 其叶年谱曳转引叶家录曳载其逸事院野真宗谒太清宫 渊在今河南鹿邑东冤袁幸亳 渊今安徽亳
州冤袁驾次南京渊即商邱冤袁皆往观之袁独公不出遥 或以问公袁公曰耶异日见之未晚遥爷留守有子居学袁见公食粥
及不出观驾袁归告其父袁以公厨食馈公遥 既而袁悉已败矣遥 留守子曰院耶大人闻公清苦袁故遗以食物遥 而不
下箸袁得非以相浼为罪乎钥爷公谢曰耶非不感厚意遥 盖食粥安之已久袁今遽享盛馔袁后日岂能复啖此粥
乎钥爷冶稍后于彭乘的魏泰叶东轩笔录曳另载一事院野范文正公少贫悴袁依睢阳渊即商邱冤朱氏家袁常与一术者
游遥 会术者病笃袁使人呼文正而告曰院耶吾善炼水银为白金遥 吾儿幼袁不足以付袁今以付子遥爷即以其方与所
成白金一斤袁封志袁纳文正怀中遥 文正方辞避袁而术者气已绝遥 后十余年袁文正为谏官袁术者之子长袁呼而
告之曰院耶而父有神术袁昔之死也袁以汝尚幼袁故俾我收之遥 今汝成立袁当以还汝遥爷出其方并白金授之袁封识
宛然遥冶叶言行录曳等亦载此事袁且称术者即进士朱 之父袁所授为方与药而非成品袁 亦由仲淹抚养成人遥
孟子说院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袁必先苦其心志袁劳其筋骨袁饿其体肤袁空乏其身袁行拂乱其所为袁所
以动心忍性袁增益其所不能遥冶仲淹不出观驾尧不食盛馔两事袁表现了他为实现远大抱负而自我克制的坚
忍毅力袁读来令人钦敬曰而野覆土窖金冶尧野封还神术冶两事袁充满传奇色彩袁决非常人所能做到遥 不过袁对于
时人多目为野迂阔冶尧而他自己野信圣人之书尧师古人之行冶 渊叶上资政晏侍郎书曳冤尧野惟慕古人之节冶 渊苏州谢
表冤尧野谓古人之道可行冶渊睦州谢上表冤尧野游心儒术袁决知圣道之可行冶渊叶遗表曳冤的仲淹来说袁其诚实笃信尧躬
身践行的做人态度袁使我们相信在他身上极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遥 孟子所谓野贫贱不能移冶袁仲淹正是
以这样野人不能堪冶的艰难困苦来磨练自己的品德和意志遥 苏东坡与仲淹三子纯仁尧纯礼尧纯粹皆相友
善袁在他受托为仲淹文集所作的叙文中称赞说院野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袁盖如饥渴之于饮食袁欲须臾忘
而不可得袁如火之热尧如水之湿袁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遥冶东坡自谓野天地之间袁物各有主袁苟非吾之所
有袁虽一毫而莫取冶渊叶前赤壁赋曳冤袁莫非也是受仲淹高洁人品的感动而发欤钥

二

以野忍穷冶砥砺其官德

如果说袁范仲淹青少年时期以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来磨练自己的品德和意志袁有些是为
客观条件所迫袁出于被动和无奈袁而在他出仕以后袁则是以他的主动野忍穷冶来砥砺为官之德袁养成其克
己奉公的高尚品格遥
仲淹进入仕途以后袁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尧自奉清俭的作风遥 据其叶言行录曳称院
仲淹自以吏部员外郎出守各地袁至官居参知政事渊副宰相冤袁以至于去世袁凡十余年袁仆役未增
一人遥
叶言行录曳另载仲淹节俭自奉的几件逸事院

野公遇夜就寝袁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袁及所为之事遥 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袁则鼾鼻熟
寐曰或不然袁则终夕不能安眠袁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遥冶
野公子纯仁袁娶妇将归袁或传妇以罗为帷幔遥 公闻之袁不悦袁曰院耶罗绮岂帷幔之物耶钥 吾家素清
俭袁安得乱吾家法钥 敢持归吾家袁当火于庭浴冶
叶神道碑曳称院

野公为人外和内刚袁乐善泛爱遥 丧其母时尚贫袁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遥 临财好施袁意豁如也遥 及
退而视其私袁妻子仅给衣食遥冶
仲淹受命于败军之际袁镇守西北边境袁对西夏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袁稳定了危局袁因而得到朝廷赏
赐甚多遥叶神道碑曳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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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公待将吏袁必使畏法而爱己袁所得赐赉袁皆以上意分赐诸将袁使自为谢遥冶
富弼为其所作叶墓志铭曳亦称院
野公天性喜施与遥人有急袁必济之袁不计家用有无遥 既显袁门中如贫贱时袁家人不识富贵之乐遥 每
抚边袁赐金银甚多袁而悉以遗将佐遥 在杭袁尽以馀俸买田于苏州袁号义庄袁以聚疏属遥冶
叶宋史曳本传亦载院
仲淹野以母在时方贫袁其后虽贵袁非宾客食不重肉袁妻子衣食仅能自充遥冶野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
士袁诸子至易衣而出袁仲淹晏如也遥冶
叶古文观止曳收有钱公辅叶义田记曳一篇袁专记义庄义田之事院

野公苏人也袁平生好施予袁择其亲而贫尧疏而贤者袁咸施之遥冶野公之未贵显也袁尝有志于是矣袁而
力未逮者二十年冶曰野方贵显时袁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袁号曰义田袁以养济群族之人冶遥
俞文豹叶清夜录曳记载院
野范文正归姑苏袁有绢三千匹袁尽散于闾里亲族朋旧袁曰院耶亲族乡里袁见我生长袁幼学壮行袁为我
欢喜袁何以报之钥 祖宗积德百余年袁始发于我遥 今族众皆祖宗子孙袁我岂可独享富贵钥 爷乃置田数千
亩为义庄遥冶
仲淹施惠苏州袁并不限于本家本族遥 仲淹二十七岁以朱说名中进士第登仕途袁带着母亲奔波各地袁
长期居无定所遥 虽说后来到苏州认祖归宗袁只是恢复了范姓袁未得寸土片瓦的遗产遥 直到四十七岁那年袁
仲淹作了故乡苏州知州遥 不说重整门楣袁再振家声袁也总该安个家了遥 可是他到任时正值苏州大水袁灾民
十万袁他便全力投入安顿灾民尧兴修水利中遥 仲淹长期作地方官袁每到一地袁十分关注兴学育才遥 治水缓
过手来袁他开始为苏州筹划办学遥 此前袁他曾购得南园一地袁准备建房安家遥 有位风水先生看了袁连声称
赞是块风水宝地袁说是于此建房可世代野踵生公卿冶遥 仲淹一听这话袁反而改变了主意院野吾家有其贵袁孰
若天下之士咸得教育于此袁贵将无已焉遥冶于是他决定把这块宝地捐献出来袁兴建一所州学袁并延聘名师
胡瑗等前来任教遥 渊据叶言行录曳尧龚明之叶中吴纪闻曳等冤 这便是今日苏州中学的前身遥野吴学至今袁甲于东南冶遥
千百年来袁此校不知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人才袁此事也被苏州人永志不忘袁世代传为美谈遥
仲淹至死也没有为自己营造一所野安乐窝冶遥 当时风尚袁不少退休官员喜于西京洛阳安家养老袁一些
文人高士也喜于此处筑野安乐窝冶遥 仲淹晚年镇守杭州袁野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袁乘间袁请治第洛阳袁树园
圃袁以为逸老之地遥 公曰院耶人苟有道义之乐袁形骸可外袁况居室乎钥 吾今年逾六十袁生且无几袁乃谋树第尧
治园圃袁顾何待而居乎钥 吾之所患袁在位高而艰退袁不患退而无居也遥 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袁为主人者
莫得常游袁而谁独障吾游者钥 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钥 俸赐之馀袁宜以赒宗族遥 若曹遵吾言袁毋以为虑遥爷冶
渊叶言行录曳冤

两年以后袁仲淹在从青州赴任颍州渊今安徽阜阳冤的途中袁病死于徐州遥 那时的高官去世袁朝廷一般都
会优予褒恤袁子孙亲族以此得官者常达数人乃至十数人遥 而史称仲淹野遗表不干私泽冶遥 就是说袁他在临
终前给皇帝所上的遗表中袁没有一字提到个人和家庭需要野照顾冶袁没向朝廷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遥 而事实
情况是袁此时的仲淹袁长子纯佑因随父守边落下残疾袁已病废多年袁长期由他带在身边抚养曰其余三子尚
无一人出来作官遥 由于生前资财几乎散尽袁反而弄得自己野贫终其身遥 殁之日袁身无以为殓袁子无以为丧冶

渊叶义田记曳冤遥 野而殓无新衣袁友人醵资以奉葬遥 诸孤无所处袁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遥 遗表不干私泽袁此益见

其始终志于道袁不为禄仕出也遥冶渊富弼叶墓志铭曳冤
仲淹不仅廉洁自律袁还以此作为推荐选拔人材的重要标准遥 其文集中尚保存有部分荐举状袁于中可
见一斑遥 其叶举许渤状曳称院臣窃见权润州观察推官许渤袁在乡曲时袁众推孝行曰登仕宦后袁自守静节袁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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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行袁不求闻达遥伏望圣慈袁特与改转京官袁庶旌廉退之士袁以抑侥竞之风遥 如后犯正入己赃袁臣甘当同
罪遥其叶举张 自代状曳称院臣伏见知润州张 袁筮仕以来袁清介自立袁精思剧论袁有忧天下之心袁纯诚直道袁
无让古人之节遥其叶举张伯玉状曳称院臣窃见张伯玉天赋才敏袁学穷阃奥袁善言皇王之治袁博达今古之宜袁
素蕴甚充袁清节自处袁若不如所举袁臣甘俟朝典遥 其叶举李宗易尧向约状曳称院臣伏见知绛州尧职方员外郎向
约袁生相辅之家袁而能专儒学袁谨官业袁廉贫苦节袁慎静寡过曰知光化军尧屯田员外郎李宗易素负词雅袁居
常清慎袁有静理之才袁无躁进之迹遥 今在邻属袁稔闻治状袁人忧其去袁吏不敢苛遥仲淹一生以发现尧培养尧提
拔尧荐举人才为己任遥 他常言院方以类聚袁物以群分遥从其同罪荐举的许多人士来看袁当时的一些野侥竞冶
野躁进冶之徒尧污浊贪酷之辈袁是很难与之接迹的遥
仲淹一生袁不仅以俭尧廉自守袁还以此教育子孙遥 野公既贵袁常以俭约率家人遥 且戒诸子曰院耶吾贫时袁与
汝母养吾亲袁汝母躬执爨袁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遥 今而得厚禄袁欲以养亲袁亲不在矣袁汝母又已早世袁吾所
恨者袁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浴 冶渊叶言行录曳冤野南阳清简袁极好养性噎更在慎末防微遥 如今易得谤议袁但固穷
而前袁不销预图袁须过得惟省俭是妙遥冶渊叶尺牍窑家书曳冤野三郎尧四郎院噎各宜节俭噎汝等但小心袁有乡曲之誉袁
可以理民尧可以守廉者袁方敢奏荐冶渊叶尺牍窑与中舍二子曳冤遥 后来这位野三郎冶侄子被荐作官袁仲淹即复信叮咛院
野汝守官处袁小心不得欺事袁与同官和睦尧多礼袁有事即与同官议袁莫与公人商量遥 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遥 自
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袁莫营私利遥 汝看老叔自来如何钥 还曾营私否钥 自家好家门袁各为好事袁以光祖宗遥冶渊同
上冤 与养父朱家子弟书信同样嘱咐院野居官临满袁直须小心廉洁遥稍有点污袁则晚年饥寒可忧也遥冶渊叶尺牍窑与
朱氏书曳冤另据朱弁叶曲洧旧闻曳载院野范氏自文正公贵袁以清苦俭约著于世袁子孙皆守其家法遥 忠宣渊即次子纯
仁冤正拜后袁尝留晁美叔渊端彦字冤同匕箸遥 美叔退谓人曰院耶丞相变家风矣遥爷 问之袁曰院耶盐豉棋子上有肉两
簇袁岂非变家风乎钥 爷人莫不大笑遥 冶从这条逸闻可知袁范家野清苦俭约冶的野齑薤家风冶袁确实是举世公认的遥
仲淹不仅自奉俭约袁还以此吁请朝廷袁希望能蔚成风气遥 宋仁宗明道二年袁野岁大蝗旱袁江尧淮尧京东
滋甚遥 仲淹请遣使巡行袁未报遥 乃请间曰院耶宫掖中半日不食袁当何如钥 爷帝恻然袁乃命仲淹安抚江尧淮遥 所
至开仓赈之袁且禁民淫祀袁奏蠲庐尧舒折役茶袁江东丁口盐钱袁且条上救弊十事遥冶渊宋史本传冤另据李焘叶续
资治通鉴长编曳等载院仲淹返京复命袁又带回太平州渊今安徽当涂冤饥民所食的一种有毒的野乌昧草冶进呈袁
请皇帝昭示六宫贵戚袁以戒其奢侈之心遥 仲淹一生因言事三黜袁从不言悔遥 即使身处贬谪之地袁他也不忘
为民请命袁不忘力挽奢靡之风遥 在被贬为陈州通判时袁野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袁市材木陕西袁仲淹上言院
耶昭应尧寿宁袁天戒不远渊耗费巨大的两大宫观工程袁不久皆被火焚冤袁今又侈土木袁破民产袁非所以顺人心尧合天
意也遥 宜罢修寺观袁减常岁市木之数袁以蠲除积负爷遥冶渊本传冤
仲淹的清心作官袁还表现在他对官位的野廉退冶上遥 由于御边有功袁朝廷决定将他由邠宁环庆路都部
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加任为待遇优厚的邠州管内观察使遥 仲淹闻讯袁三上让表袁坚辞不就遥 他还密上奏
疏袁以西师久而无功袁乞赐贬降袁以谢边陲袁以督将帅遥 在其叶让观察使第一表曳中甚至表示这样的决心院
野苟不获命袁臣当系身庆州之狱袁自劾无功冒赏之咎袁又劾违制不受之罪袁以听于朝廷遥 假使朝廷极怒袁臣
得死于君父之命袁犹胜贪此厚禄袁败名速祸袁死于寇乱之手袁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进也遥冶 西夏求和
之后袁朝廷决定调任他为枢密副使袁仲淹五次上表恳辞遥 仲淹为什么要这么做钥 在其叶尺牍窑与朱校理书曳
中有所表露院野与韩公渊琦冤同上五章袁为边事未宁袁防秋在近袁乞且留任袁必得俞旨遥 入则功远而未济袁后
有边患袁咎归何人钥 军民亿万袁生死一战袁得为小事耶钥 俟其平定袁归朝未晚遥冶 由此可见袁仲淹所考虑的袁
是国家尧是民族尧是百姓袁是事业尧是奉献尧是责任袁而从未以个人的利害得失安危为转移袁野益见其始终
志于道袁不为禄仕出也遥冶 在当时官场腐败尧野奔竞冶成风的情况下袁仲淹的重责任而轻官位袁与那些野侥
竞冶野躁进冶之徒的狗苟蝇营袁恰成为强烈而鲜明的对比遥

三

以忧患意识砥砺其担当精神

古人说院壁立千仞袁无欲则刚遥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野无私才能无畏冶遥 宋史本传称仲淹野每感激论天下
事袁奋不顾身遥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袁自仲淹倡之遥 冶仲淹这种感激论事尧奋不顾身的勇气从何而来钥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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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院己不正焉能正人遥仲淹正是以他的刻苦自奉尧廉洁奉公袁铸就了其刚正不阿尧遇事敢言的作风遥
仲淹初入仕途袁授官广德军渊今安徽广德曰军袁相当于下等州的地方行政单位冤司理参军遥 这是一个专管审
理案件的幕职小官遥 当时的知军大概是一个既贪且暴的胡涂蛋遥 据汪藻叶文正公祠堂记曳称院野公以进士
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袁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遥 守数以盛怒临公袁公未尝少挠袁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
于屏上遥 比去袁至字无所容遥 贫止一马袁鬻马徒步而归遥冶廉则能刚袁刚则能勇袁其不屈不挠之气袁初露锋芒遥
有一年冬至庆典袁朝议礼仪袁决定由仁宗皇帝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贺寿遥 范仲淹认为此议大
为不妥院野天子有事亲之道袁无为臣之礼曰有南面之位袁无北面之仪遥 若奉亲于内袁行家人之礼袁可也曰今顾
与百官同列袁亏君体袁损主威袁不可为后世法遥 冶渊叶长编曳尧叶本传曳尧叶年谱曳等皆载此事冤满朝大臣对此奉行唯谨袁
无人敢出异议遥 而此时的仲淹受晏殊之荐刚进朝中作秘阁校理袁却上了一道如此骇人听闻的奏章遥 此举
吓坏了晏殊袁担心会连累自己袁把仲淹召去训斥一通袁批评他野狂率邀名冶遥仲淹一生待晏殊以恩师之礼袁
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是当仁不让于师遥 他正色抗言院野某缘属公举袁每惧不称袁为知己羞曰不意今日反以忠
直获罪门下浴 冶当面辩驳意犹未尽袁随后又叶上资政晏侍郎书曳与之力辩袁且作如下表白院野某官小禄微袁然
岁受俸禄袁近三十万遥 窃以中田一亩袁取粟不过一斛遥 中稔之秋袁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遥 则千亩之获袁可
给三十万遥 以丰歉相半袁则某岁食二千亩之入矣浴 其二千亩中袁播之耨之袁获之敛之袁其用天之时尧地之
利尧民之力多矣遥 倘某无功而食袁则为天之螟尧为民之 遥 使鬼神有知袁则为身之殃尧为子孙之患遥冶官员俸
禄袁从何而来钥 野父母官冶与老百姓究竟谁养活谁钥 在仲淹看来袁野无功而食袁则为天之螟尧为民之 遥冶 算
账袁各有各的算法遥一般官员算账袁不嫌其俸禄之多而只嫌其少袁而仲淹的这笔账袁不仅算出了一位封建
官员的良心袁而且深刻揭示了官与民的关系遥官员袁并非自食其力的生产者袁既然享受俸禄尧由民供养袁
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尧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办事袁而决不应再生攫取之心袁再发非份之财遥仲淹的这种思想
在封建士大夫中难能而可贵袁它与那些以野民之父母冶自居尧以野父母官冶自命尧以野当官就该享受老百姓
供养冶自诩者袁何啻天渊之别遥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袁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冶遥既然具有这样的思想观念
和道德良心袁难道还会不择手段尧不顾廉耻地去贪污受贿尧搜刮地皮尧作践老百姓吗钥
历览前朝国与家袁成由勤俭败由奢遥节俭还是奢华袁不仅攸关个人品德修养袁而且还是一个家庭尧一
个家族尧乃至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遥同样袁仲淹的节俭清廉袁也是与他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
的抱负联系在一起遥野不矜细行袁终累大德冶遥他大处着眼尧小处着手袁从日常生活做起袁以俭养廉尧以廉奉
公袁以俭廉砥砺自己无私无畏尧遇事敢言的担当精神遥仲淹十分鄙视当时充满朝野的所谓逊言逊行的市
侩作风袁激赏危言危行的阳刚之气遥对此袁他在叶上资政晏侍郎书曳中曾有振聋发聩的精辟论述院野人皆谓
危言危行袁非远害全身之谋袁此未思之甚矣遥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袁则致君于无过袁致民于无怨袁政教
不坠袁祸患不起袁太平之下袁浩然无忧袁此远害全身之大也曰使缙绅之人皆逊言逊行袁则致君于过袁致民于
怨袁政教日坠袁祸患日起袁大乱之下袁 然何逃钥当此之时袁纵能逊言逊行袁岂远害全身之可得乎钥凡今之
人袁生于太平袁非极深研几袁岂斯言之信哉钥浴冶 野覆巢之下无完卵冶遥 那些利欲熏心尧唯利是图的野肉食者冶
是见不及此的遥 即使见能及此袁自己一身毛袁怎能再去指斥别人为妖怪钥 满屁股臭屎的人袁是很难挺直腰
杆子说硬话的遥 仲淹野进亦忧退亦忧冶袁极深研几袁忧深思远袁发必危言袁立必危行袁虽说源于他以天下为
己任的担当精神袁归根结底袁还必须是以他的节俭自奉尧廉洁奉公作基础遥 人们都知赞美廉洁尧赞美正
直袁可知要做到廉洁正直谈何容易遥 它需要以自我约束尧自我克制尧自我牺牲为代价袁需要以此为代价换
取的人格资本遥 仲淹有几句夫子自道袁足以表明此种心迹院野虽清贫袁但身安为重遥 家间苦淡袁士之常也遥冶
渊叶家书窑与朱氏书曳冤野凡见利处袁便须思患遥老夫屡经风波袁惟能忍穷袁故得免祸遥冶渊同上冤
作为一名官员袁是甘愿野固穷冶尧野忍穷冶袁殚精竭虑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呢袁还是凭借居官的野优势冶让
自己野带头先富冶钥 这是衡量品德高下的分界线遥 在仲淹看来袁作为官员袁一人野忍穷冶袁可免一人一家之
祸曰若得人人野忍穷冶袁则可免政权覆舟之祸遥 范仲淹的忧国忧民袁先忧后乐袁正是以自己的清俭自奉为代
价袁将一人一家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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