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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阳修忠君误国》之论谬误，属断章取义曲解史实之作。今本着“询事考言，询名责实”原则，探究
本案前因后果，理清是非曲直，辨明“劾青”实为“保青”之本意，揭示这桩历史公案之真实面目，推倒强加
给欧阳修的污蔑不实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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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忠君误国》淤一文，立论于清代《啸亭杂录》的牵强比附之言，断章取义率意曲解欧阳修“劾
青”史实，武断地给欧阳修戴上“忠君误国”
大帽子的做法，不敢苟同。
该文（以下简称“官文”）望文生义借题发挥，涉及欧阳修“不知道爱惜军事人才”、“排挤”狄青，并起
到“教唆”秦桧陷害岳飞的恶果，以及欧劾青之后（凡 943 年），“没有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种
种虚夸不实之词甚多。我们只能本着用史料说话，依事实辩证的原则，“询事考言，循名责实”，先围绕本
案探究前因后果，理清是非曲直，辨明“劾青”实为“保青”之本意，再就其涉及的问题逐项驳证，从而揭
示出这桩历史公案的真实面目，推倒强加在欧阳修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
也借以纪念欧阳修千年诞辰。
一、狄青虽枢府位崇，却始终处于朝廷“忧戒”之中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发动兵变登上帝位，统一全国之后，出于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
扈”，数十年间换了八姓十二帝，致使兵革不息，百姓涂炭历史教训的汲取，确立了“偃武修文”的国策，
对促进北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北宋也成为这个时期“
世界上最强大、文化最辉煌”的
于
国家，
故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之论。连官伟勋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
过：“北宋的经济与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盂
如是，
把“偃武修文”说成是“重文轻武”也好，说成是“崇文抑武”也好，总之它是北宋极其突出的施
政方针，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再加上“将从中御”的配合，逐渐演绎出“以文驭武”的
局面。所谓“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
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三百年无兵变也”榆。就大背景、大环境而言，北宋武将
始终处在被限制、
被疑惧的“偃”、“轻”、“
抑”的地位，非对狄青所独然。
狄青出身黥面兵卒，西夏四年间，历大小二十五战，又昆关败贼，拜枢密使之职。《宋史·狄青传》称
“青奋行伍，
十余年而贵”
，为立宋以来，行伍而至此高位者一人。然则，他也从一开始就处在朝廷“
争议”
和皇帝的“忧戒”之中。
先说朝廷争议：
早在皇 四年（1052）狄青被提升为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贽等人便纷
纷反对，甚至还列出由于狄青出身低微，四夷因此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为伍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
的理由；当狄青最终进入枢密院时，还是遭到朝廷大臣蔑视，被呼为“赤枢”；及至狄青平定广南，将被升
任枢密使，仍遭到宰相庞籍等人的坚决反对，宋仁宗居然采纳了庞籍的建议，还表扬庞：“卿前日商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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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官，
深合事宜，可为深远矣。”
那么，
狄青后来又怎么当上了枢密史的呢？原来当时的参政知事梁适，出
于排挤枢密使高若纳的目的，积极支持并为狄青活动。其实梁适既非看重狄的出身，更非认为狄功有应
得，而是把狄青用作相互倾轧的工具。这样，狄青实际上卷入了二府纠纷之中。
如贾黯在狄青除枢密副使时说：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
以卒伍登帷幄者。不报。虞
愚
如韩贽认为“
宰相梁适以私容奸，狄青起卒伍，任枢密。内侍王守忠迁官不次，皆举劾无所讳”
。
如王 说“
狄青为枢密使，奋自军伍，多战功，军中服其威名。仁宗不豫，诸军论言藉藉”舆。
再说皇帝“忧戒”：
“
初，青既行，
帝每忧之曰：‘青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青亲信者不可；虽饮食卧起，皆宜
余
防窃发。’乃驰使戒之。及闻青已破贼，顾宰相曰：‘速议赏，缓则不足勤矣。’”
这里的关节在“左右使令，
非亲信者不可”。需知自赵匡胤“黄袍加身”
后，除实施“收回兵权”等措施
之外，
尤忌将帅身边的亲兵死党炮制“兵变旧事”，故多采取京卫或边兵互调办法，致使“兵不常将，将不
常兵”
，以防“兵将一体”。甚至还特下诏书，
严禁京师将领和沿边监军武臣挑选骁勇士兵为亲兵卫队。现
在宋仁宗对狄青“
非亲信不可”的状况，自会“心生忧戒”加意提防。“驰使戒之”，不就是搞现场监视吗？
其时狄青正在广南平贼前线战事中。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生活状态。有一段狄青的上司、
恩公韩琦的介绍，
说狄青当了副帅后，
有一次宴请
韩公，
一文臣刘易在座。酒宴中有戏曲助兴，
由于内容是“
以儒为戏”
，
惹恼了刘易，
他指狄青“
黥卒竟敢如
此！”
且“
构骂不绝口”
，
把酒杯也摔了，
怒气冲冲不辞而去。而狄青却是“
笑语益温”
，
第二天还亲自登门给
刘易赔罪。这一段记载，
形象地表明狄青的日子并不好过，
史书上对他枢府四年的记载“
几乎绝迹”
。
二、欧阳修一生爱才荐贤，也同样关爱帮助狄青
欧阳修一生爱惜人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为人乐道者如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皆拔于
“布衣屏处，
未为人知”之时。其对鼎鼎大名包拯的“一荐一弹”，尤能说明他待人既彰显其优长，亦批评
其缺失的坦诚作风。
先说对包拯。
一“荐”。至和三年（1056）
，欧阳修以朝廷外交大臣身份出使契丹回朝述职期间，遇上黄河决口，京
师大水，加之皇储未立，人心浮动，朝廷发生危机。欧阳修连上二道奏章，其中之一就是荐举包拯等四
人，他说包拯“清节美行，
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名迹已著，伏乞更广询采，亟加进擢，置之左
右，必有裨益”。
“
当时的包拯，因在陕西时举荐卢士安不当，降职被贬池州，由于欧阳修的举荐，包拯即复官刑部郎
中、知江宁府；年底便擢升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并由此成就了包拯一生的美名，成为千古传颂的清官
俞
第一人。”
一“弹”
，就是《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嘉祐四年（1059）三月，时任御使中丞的包拯，连续上本，
参掉
张方平、宋祁两位三司使，宋仁宗却委任由他来继任，而包拯没有谦让就接受并准备上任了。在当时提
倡名节、谦让、避嫌的世风之下，此举使包拯陷入“外议喧然”、舆论不容的境地。一向了解、推许包拯的
欧阳修，感到此事有损包拯名节，便写了这篇奏章，首先是批评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名节惜”
，说
“任命包拯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
；其二，批评包拯不知主动避嫌，“逐其人，自居其位”，“此
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三是扬其优长而又谅其不足，优长为“拯性好刚，
天姿峭直”，
“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不足为“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不思”，“但其
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此一荐一弹表明了欧阳修对包拯既“赏识与敬重”，
又“保获与爱惜”。之于狄青，尤为明显。
其一，《论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钱札》。庆历三年（1043），边臣张亢为“过公用钱”受到调查，牵连到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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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为此，欧阳修认为狄青“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一例待之”，
“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使有过公用
钱，必不是故意偷漫，不过失于检点，
致误侵使而已”，“其狄青纵有干连，仍乞特舆免勘”。
其二，一论、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庆历四年（1044）“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即两员
大将争执，朝廷“枷禁”了刘沪，在边关内外引起震动。欧阳修了解到理在刘沪，按常规应把狄青“调移”
原职，
但欧阳修认为这样做将会影响狄青的“威信”
，就建议朝廷采取“两全之策”，一方面让狄青自己去
开释刘沪，另一方面再告诉刘沪你违抗狄青的指挥是有罪的，现在狄青赦免你，即“青使赦汝”
，以后双
方不要再争执了。
上述两例，足见欧阳修处事“何等熟虑”，为国“何等忠悃”
，待狄青又是何等体谅、爱护。
三、突发的朝廷危机，使狄青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
狄青从皇 五年（1053）到嘉 元年（1056）位枢密四年间，成为京师崇敬的焦点，骑马行于街市时，
常被市民瞻望而致道路阻塞；他身边的士卒更以狄青和自己一样面有黥文而能身居崇位引为荣耀，常
常欢呼涌动，以表对狄青的爱戴与钦服；又有人称赞他是唐武后时宰相狄梁公之后代……种种本为赞
誉而实则不利于他的传言，使“
青益不自安”，也使本对狄青“忧戒”的仁宗皇帝，更为“疑忌”。
未料，嘉 元年京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狄青一家避水徙迁大相国寺，有人看见他穿着意义
非凡的黄袄，起居行止于大殿之上；有人说狄青图谶有帝王之分，又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上生角，还有
人看到狄府夜晚奇光冲天，而这种光亮恰与取唐而建后梁的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景象惊人相似……种
种讹言四起，引起朝野哗然，更增加了皇帝的疑惧。此时，仁宗体弱久病，旧疾骤发，由于久无生育，
未立
储贰，
朝局不免暗藏危机。如刘敞言“
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疑者”，即立储和狄青的问题成为焦点。而一
旦仁宗身体康复，
立储既定，“大忧者去矣，
而大疑者当存”，狄青被视为朝廷最大的威胁。
有吕景初（
御史中丞）
奏疏言：
“
天象谪见，
妖人讹言，
权臣有虚声，
（
青）
为兵众所附，
中外为之
。此机
逾
会之际，
间不可发”
，
“
数谐中书白执政，
请出青。”
又曰：
“
青虽忠，
如众心何？盖小人无识，
则或以致变。”
有刘敞（直集贤院）
，先在京城就反映：“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辄聚观，至相与推涌其
拳勇，
至壅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动摇，青益不自安。”接下来刘敞除任杭州，又“辞赴都”
，为帝曰：
员员
“陛下幸爱青，不如出之，
以全其终。”帝颔之，使出谕中书，青乃去位。
再有执政文彦搏、富弼。由于上述社会传言和大臣吕景初、刘敞等不断的强烈反映，“都下喧然”，
“帝自正月不豫”（
欧劾青奏折时在七月），连二位执政也“闻知时惧”
，“赶快”“以熟状出青陈州”。 员圆
朝廷危机，社会舆论，大臣谏议，皇帝疑惧，种种严峻问题摆在面前，值此情急势危之间，进退维谷
之际，
权衡利弊：狄青“进”无可进之地，“留”必危及身家性命，唯有“退”是一条生路。固可言：促其“退”
者，是“保青”，纵其“留”者是“害青”，
洞若观火，极为分明。
四、两奏论青之章，深含欧阳修保全狄青之良苦用心
就是在上述客观情势之下，欧阳修抱定“昧死”的决心，“言人之所难言”，写了两论狄青的奏章。前
一份是专论，即《论狄青札子》，后一份《论水灾疏》，只是在主要奏论水灾问题时，对前一份奏论作了概
要重述。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份奏章的真实“底本”。
全观两份奏章，共有 1282 字（第一章 1072 字，第二章 2100 字），有以下三点主要内容：
一、他用了过半的篇幅，综述了狄青“自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者已为不便”的争议，和由于狄
青的战功，为“军士所喜”
的情况。但他强调指出，
出现这些状况，并非狄青本心，“
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
喜，亦其不得已而势所使之然”
。
二、面对这些“流言”，特别为“军士所喜”造成的“一人吠形，百人吠声”的不良轰动与影响，以及可
能产生的危害，欧指出“为青计，宜自退避事权，以止浮议”。紧接又以谅解的口吻说“而青本武人，不知
进退”
（前亦有“青本武人，不知法律”
之辩脱之词）
。此为欧阳修一贯为人，既为其开脱，也评其不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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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的“不知进退”与论包拯的“不知避嫌”
，其用心，其言事，何其相似乃尔！
三、正由于狄青认识不到自己“不得已为人所喜”，也可能“不得已为人所祸”的福祸相依的辩证关
系，欧阳修就借“露布”之奏，与其说是向皇帝不如说是向狄青分析阐明其中的利害，并举出例子来说明
问题：“唐之朱 ，本非反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而称帝，可见“小小陷于大恶，未必皆出于本心所
为”，“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
患”。欧阳修的话说的太简略，倒不如官伟勋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对这类问题说得清楚。他说：“有的虽
然本无反意，但架不住手下亲信有欲富贵者反复挑动，像韩信的部下蒯通、张敖之、相贯高那样，而一些
大人物的身边，又总难免有那么一些渴望自己的主子飞龙上天，以便飞黄腾达的人物。”员猿 看来在对这个
“未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上，官先生与欧阳修所见略同，说得比欧阳修更直白，更通透，当属客观情理
之言而绝无诬陷之意。故，为国为君为狄青计，欧阳修的奏议都是应该肯定的。所以，明人茅坤也在他的
《论狄青札子》里，称赞欧阳修“言人所难言，见人所不见，只缘宋承五代之后，欧公不得不为过虑，然亦
回护狄公，狄公亦所甘心”。
“
实际上从秦汉到明清，天下一统之后，功臣遭忌的现象代代有”，“一类像萧何、曹参、陈平；另一类
像彭越、黥布、韩信。后几位都被刘邦杀了，
前几位虽未被杀，但也很危险，
萧何几次被疑忌，全因他及时
—
听取门客的主意，‘悉以家财佐军’、‘贱贳贷以自污’，故意干了些在老百姓自毁名节的事，上乃悦——
员源
才使得刘邦感到高兴，不再担心萧何‘收买人心’，
才消除杀萧之意。”
对狄青来说，欧阳修便是拯救保全萧何的那位“门客”。所以，他在奏章中三“乞”“且罢青枢务，
任与
一州”
。为了促使狄青早一点离开是非之地，欧阳修又替皇上找了两个“下台阶”的理由：一是朝廷调动
人员是正常的，即“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二是可以利用这次调动来“考验”狄青，“若青之忠孝
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
准此，我们分析两份奏章的实际内容，看到的是欧阳修“劾青”实为“保青”，如“劾包拯”实为“惜包
拯”一样的用心良苦（如再能认真地去读完欧阳修现存的 445 份奏论，了解到他对外敌一贯主战，对武
将一贯珍爱，公开反对“轻沮武人”、反对“以文臣换武官”以及他主张选将于“卒伍”
，主张“用将而不疑”
……种种忧国爱民的情怀和言行，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出“误国”的结论）
。
五、凭主观取舍历史事实，
既“诬古人”
又“误后人”
学者吴江有言：“我们无论对待‘经典’
，或写历史，或对待已有的史书，都要有一种考据的眼光，下
考证的功夫，不要轻信，不可盲从。比如，某经典书中所下的论断其根据究竟如何，所批判的论点恰当与
否，是否与事实相符，尤其是被批判的人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其学说究竟如何都要用考据的精神将他
们弄清楚，不能囫囵吞枣地吞下”，“根据主观设立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事实，是不足取的。”员源 “官文”就存
在不少这方面的毛病，这里摘其主要问题来讨论：
一、“论据”的取舍。“官文”：“欧阳修劾狄青这件事，在《宋史》与《续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以下是
两书所载欧给宋仁宗的奏折。”
这里有两个疑问：一、虽点明《宋史》却不引用《宋史》中的奏折。前面谈到，两份奏章的原文都与“官
文”所引不同，看来只是拿《宋史》做幌子。二、经查所引《续资治通鉴》之内容，不足 80 字，与原奏折相差
很多。其实不难明白，如果完整引出奏折的内容，“
官文”
便失去立足之地，
也作不出“误国”的结论。段玉
裁在《
经韵楼》里告诫我们：“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论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
是非，
而后可判其立论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也，何谓立论，
著书者所言之义理也。不先正底
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论之是非，则多误后人。”正点到“
官文”
褒贬失当的要害。
员缘
二、“莫须有”与“未萌”之别。查《中国成语大辞典》 ，莫须有，也许有。应属不确定语。欧阳修奏折
凡四次强调“未萌”，就是连“萌芽”、“苗头”都没有，属确定语，意指十分清楚。况且，欧阳修反复指出那
些指陈狄青的“流言”
、“浮议”、“传说”、“外议”，虽“藉藉”、“ ”，但就狄青本人来讲是不存在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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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的事。一是用“莫须有”致岳飞死罪，一是用“
未萌”
证狄青无辜，二者当为南辕北辙，毫无可比之处，
岂可相提并论？所以，《啸亭杂录》云“贼桧得以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修故智也”
纯属妄议。
据李一蠡先生《用另眼看“大帝”》员远 一文，《啸亭杂录》“是乾嘉时一位被削爵的亲王昭 所著（—说
其门客代笔）。书中颇多清代前朝史料，尽管总不出为皇帝及满族王朝歌功颂德的原衷，但也有一些由
于照直记录，可以使人读出另一番道理”
。李先生该文举出三例：
一个是通过昭 对皇上的谬赞，使我们
看到他“精通马屁术”的嘴脸。第二个是通过顺治“畏君”、“畏拜”，使人们看到昭 强调皇帝的“绝对权
力的绝对性”。第三个是通过一个优伶为偶然一句话，即被“立毙杖下”
，昭 反颂其主子“严明”，又一次
使我们看到他丑恶的心灵。如果说《
啸亭杂录》对“清代前朝”
史料尚有记录的话，那么，它对清前几百年
的“宋朝往事”，充其量只是发一些个人“
议论”而已。不过，从他的“
宋武臣”一谈中，也“可以使人读出另
一番道理”，
那就是“污蔑”欧阳修。而“官文”居然把这种枉议拿来作自己著文立论的“范本”
，不过是摭
拾昭 余唾，别无新见。
三、欧阳修“排挤”狄青。“官文”云：狄青被“排挤”“去位而死”，排挤者谁？欧阳修也。今查《现代汉
排挤，
利用权势或手段使不利于自己的人失去地位或利益。据上述，狄青既不是“不利于”欧
语词典》员苑 ，
阳修的人，二人也没有利害冲突，故欧阳修也不存在“排挤”狄青的动机和必要。宋朝长期执行的“偃武
修文”
政策，
发展到仁宗时期，早已形成“重文轻武”，甚至“鄙视武人”的观念，还经常出现文臣不愿出任
武职的现象，其突出者如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韩琦、庞籍及王沿四人，在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
事时，
很可能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朝廷突然下令，将范等四位统帅文官改为属于武职性的观察
使，受到范、庞、王的抵制“不受”
，韩琦虽暂时勉强接受，也是满腹怨言，不久四位的文职官衔便统统恢
复了。欧阳修以文臣文章文采而名著天下，受朝野敬崇，绝无“排挤”青而觊觎枢府武位的可能。
四、狄青与北宋之亡。“官文”云：堂堂大宋，在危急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得力将领出来挽救危局，作为
国家栋梁之臣的欧阳修，
不知道保护军事人才，也是难辞其咎！这一段发挥存疑有二。其一，
北宋危急时
刻，即有李纲、宗泽、岳飞、刘 、韩世忠等名将，即使狄青活着也已是 116 岁之人，何谈挽救危局，自然
北宋安危并不系于狄青一身。其二，亡国之要因，
本不在多一个或少一个将帅。太遥远的说不清了，以殷
鉴在目的蒋家王朝论，当时可是 800 万大军，若以黄埔分野，最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将校在蒋介石的麾
下，何以抗战之后忽忽只三载就被逐上孤岛？“晋、唐比胡如何？北宋比辽、金如何？南宋比蒙（元）
、明比
清如何？哪个不比所谓的‘蛮荒之国’‘蕞尔小邦’有着更发达的经济、更先进的文化、更丰富的人物资
源？”盂不是照样亡国吗？足见国家兴亡、
朝代更迭，自有其综合因由在，亦历史规律使然。仅就官先生这
里所提供史料而言，最少可以证明北宋之亡，绝非所谓欧阳修 “误国”所致。再则，官先生在上引同一篇
文章中还曾断言：
“北宋衰亡，是从徽宗赵佶重用蔡京开始的”，这样，更与欧阳修无涉了。此处，用官先
生在彼文中的论证来反驳官先生在此文中自己提出的问题，似乎有点怪异，其实不过是从齐人那里学
的一点应对之术而已。
五、有没有人“站出来”？“官文”问：欧阳修劾青之后，为什么没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此言大
谬！清代魏禧有《
书欧阳文忠公论狄青札子后》长文，针对欧阳修劾包拯、
劾狄青发表了不同见解，
说“吾
深惜此为公盛德之累，而疑公之未必纯出于君子也”。虽只是“疑”，
可话已经说的不客气了，
但没有给欧
阳修戴帽子；清代汪懋麟著有《书欧阳公论狄青札子后》，特具针对性，甚至说欧的奏章“足以杀死青有
余”，虽然言词很激烈，仍是至情抒发，也没给欧阳修戴帽子；清代昭 之《啸亭杂录》，前文之述备矣，不
再议。可见，欧公劾青的当时及之后几百年，虽支持、赞成欧的奏章的人占绝大多数，但批评欧阳修、为
“狄青说公道话”的也大有人在。不过，唯有官伟勋给欧阳修戴上了一顶“
忠君误国”的大帽子！
六、是君重于国，还是国重于君。“官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长篇大论，却不得要领。其实这个问题若要
实事求是的讲，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是君国共构，是合二而一，分量相当的。至于所谓“民为重，君为轻，
社稷次之”，
甚至于说什么干得不好，就把他“易位”
、“赶下台”
、“换个人来干”之类，不过是激情之议，思
想家们“理念”、“见解”而已，这种“重民思想”在封建专制社会不可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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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才能存在。一种制度能“存在”二千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主客观“合理
性”。如果官先生一定要欧阳修们把“君国”撕开来看问题，
那是要人提着自己的头发升空。离开了一定
的历史范畴论人论事，无任何实际意义。不是连官先生自己也说，即使在今天“共产党队伍中”，也还有
“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吗？”
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必须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也不应让他们都去做推翻封建王朝的
造反头头。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下，为维护朝廷（也即国家）的长治久安，谏诤直言，
荐举弹劾，也是值
得今人尊敬的。对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去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
被评论者所在的客观时代背景，和所评论的具体事件，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反之，建立在“误解”甚
至于“
曲解”
基础上的任何评论，终究是毫无价值的。看来，我们在评价历史，臧否人物的时候，还应提倡
“临文必敬，
论古必恕”的文德文风。
对于“
污蔑”欧阳修千载盛名的“官文”，我们认为有必要据实辨析，所以提出本文，向官伟勋先生和
史家诸君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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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30 页） 失之交臂，这就远远地背离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创新文化。导致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发展
中的落伍和现实中一些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的缺失以及把和谐庸俗化和僵化的倾向。当代可持续发
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与实践把发展置于和谐创新发展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需要一次从和合范式向和谐创新范式的转换，以还原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再造中华民族的和谐
创新形象。
[1]Joseph·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welpment》combridgr:Harward Universiti Press 1951，第 65 页。
—一场人文化的变革》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3 页。
[2]李晓元、汪元宏等《和谐人——
[3]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第 2 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0 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 页。

（责任编辑 庆跃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