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 5 期

陆润庠，字凤石，号云洒，生于清道光二十
一年（1841），卒于民国四年（1915），苏州府元和
县（今江苏苏州） 人。 陆润庠于清同治十三年
（1874）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是清朝第 101
名状元。陆润庠先后任翰林院修撰、提督山东学
政、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厘定官制大
臣、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弼德
院院长等职。 晚清和民国初期的人们尊称他为
状元宰相、状元相国。 在我国，宰相一职随朝代
的更替先后变化为相国、丞相、大司徒、侍中、中
书令、尚书令、内阁大学士等，明代废宰相一职，
改为大学士，清代延续称大学士，也就是说大学

士相当于宰相，所以陆润庠也被称为状元宰相。
从隋朝建立科举制度开始，直到清末废除科举，
我国历史上一共有 500多个状元（不包括武状
元），但状元宰相只有 40个。陆润庠不仅是状元
宰相，而且是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元老，也是末
代皇帝溥仪的首席老师。 陆润庠一生经历中法
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
辛亥革命、清廷逊位等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曾
在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担任要职并参与诸多重
大的政治活动，做出了一定的政绩。 比如，与张
謇在同一时期创办大型工厂， 筹集资金建设沪
宁铁路；主持起草清政府的“变法诏书”，参与设

【摘 要】陆润庠是清代同治年间的状元，官至大学士，人称“状
元宰相”。在从政生涯中，陆润庠担任过多个要职，经历过多起重大的
历史、政治事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形成了蕴含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精髓的较为系统的行政管理思想。 陆润庠的行政管理思想集中体现
为“和易”———求善、求变、求中、求简。他致力善治，倡导慈善；投身变
法，发展实业；允中守直，行稳致远；简约行事，廉洁从政。陆润庠是一
个复杂的人物，既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总结者，又是现代西学和维
新变法的开拓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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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行政
———陆润庠行政管理思想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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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清末“官制改革”方案；协助张之洞创办三江
师范学堂①；帮助戊戌变法后流亡国外的梁启超
返回国内，等等。陆润庠在晚清历史上有着重要
的地位， 尤其对清末的官制改革以及我国行政
管理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探
究陆润庠的行政管理思想， 对于现今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

陆润庠的行政管理思想可借用《清史稿》中
的一句话来概括：“润庠性和易，接物无崖岸，虽
贵，服用如为诸生时。 ”[1]12818 这里的“性”不仅指
陆润庠的性格，也指他做官、做事的特性。“无崖
岸”就是不站在万丈深渊前，意为不走极端、平
和公允。“虽贵”是指陆润庠为一品大员，地位
尊贵。“服用如为诸生时” 是指陆润庠穿衣用
物、日常起居等如同普通学子一般。 关于“和
易”，笔者将作重点解释。

“和易”出自《礼记·学记》：“道而弗牵则和，
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和易以思，可谓
善喻矣。 ”意即平和、平易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和”有很多含义，不仅指平和、谦和、中和，还有
太和的含义，也就是大。“易”源于《易经》，也有
多种含义，比如容易、变易、交易、简易、易捷等。
“和”“易”两字合在一起，很好地说明了陆润庠
的人格特征、生活方式和行政理念：思想中庸，
不走极端，性格平和，坦诚直爽，办事谨慎，待人
接物始终像小秀才一样，不盛气凌人，虽然位极
人臣，但一生简朴。

本文对陆润庠“和易”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
将从求善、求变、求中、求简四个方面展开。

一、求善

“善”有完好、优良、仁爱、领先等含义。从人
伦到治理，善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1.状元卷
求善的思想在陆润庠早年参加科举考试时

所做的答卷中就可以看到。同治十三年（1874），

陆润庠参加会试，试题要求考生对《孟子·尽心
上》中的一段话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段话是这样
的：“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
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鸡， 二母彘， 无失其时， 老者足以无失肉
矣。 ”陆润庠的答卷见下文：

详养老于周政，帛与肉交足焉。
夫欲老者之衣帛，故蚕桑有专责也；欲

老者之无失肉，故鸡彘有定数也。周政之养
老如此。

尝读《豳风》一篇，懿筐载绩，取以为
裳；春酒羔羊，用以介寿，此言美俗之成，
非详养老之事也。 乃若辨种植之宜，勤女
红者责无旁贷；尽孳生之利，饶物力者，数
有常经，则不必考深衣之制，备贰膳之珍，
而问耆艾于闾阎，夫固已挟纩有资，而常
珍无缺矣。

试即文王之治岐以观其老养， 夫老者
之所急者，非帛与肉哉？

葛衣宜夏不宜冬，而沤麻岂能卒岁；裘
服宜表不宜里，献豚未即为温。老者而欲使
衣帛，当思帛所自生矣。 瞻檿柘于周原，而
取斧取戕，无不载缫车而治茧，则其事有勤
焉者也。

藜藿岂难以下箸，而哽噎在所宜防。麋
鹿亦取乎编萑，而草野何能常给。老者而使
无失肉，当思肉所由致矣。 陈几筵于豳馆，
而荷蓑荷笠，莫不求刍牧以耒思，则其利有
储焉者也。

夫不有蚕桑乎？嘉树而植彼中原，或恐
伤我稼穑，则于五亩之宅为宜。春风采叶之
辰，墙以筑而无虞逾折；夏日称丝之地，妇
有职而独任勤劳，杼轴非空，庶可慰我胡耇

也，则足以衣帛矣。
夫不有鸡彘乎？ 微物而不资蕃息，奚能

佐我饔飧，则必无失春时为可。 桴粥详夏正

①三江师范学堂是今南京大学的前身，民国时期为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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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册，五之而伏卵者多；生豵载《尔雅》之篇，
二而胎生者众。旨甘可奉，庶得娱我高年也，
则足以无失肉矣。

吾乃由衣帛推之， 而知老者之心有欣
然者焉。 高堂之愿望多奢，曲植籧筐，每乐
课家人之生计。乃者夕阳散乱，或负曝而游
沃之阴， 见夫缩版既成， 条桑者应鸧鹒而
出；浴川甫皆，饲桑者听戴胜而来。 其欣慰
于娣姒之承欢者， 固不独纤缟之足以适体
也，而养其身非即养其心哉？

吾乃由非失肉推之，而知老者之意有快
然者焉。耄耋之精神犹健，牲牢埘桀，每乐睹
物产之繁生。 乃者日夕而观，或扶杖而数家
珍之细。见夫率场啄粟，雌伏者哺雊而呼群；
硕大蕃滋，豢养者放豚而入苙。 其愉快于物
类之咸若者， 更不独食甘之足以属餍也，而
养其志何啻养其口哉！

合观八口无饥，而文王之民，犹有冻馁
者乎？ 此所以为善乎！ [2]

“详养老于周政，帛与肉交足焉。”陆润庠借
用周朝的养老政策———老人有丝棉袄穿， 有足
够的肉吃———来开启全篇，奠定立论基调。陆润
庠认为， 衡量社会治理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老人活得好不好， 因此养老问题是治国理
政的关键之一。 他提出，要解决养老问题，就要
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 而让老人有饭吃的前提
条件是整体生产力的发展， 也就是全社会有足
够多余的物质产品，否则老人只能等死，因为老
人已经没有劳动能力， 无法创造出新的物质产
品。 陆润庠认为，老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还
得让老人精神愉悦， 解决好老人的精神生活问
题。 在陆润庠看来，通过勤劳耕作、合理布局来
促进生产，解决好老人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
还要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让老人怡然自乐，这
才是善治， 而周文王的统治就是善治的典型。
“善治”是当下公共管理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重要
命题， 而陆润庠早在 100 多年前就已提出相关
理念，可谓首开先河。

陆润庠的这份答卷基本奠定了其今后的施
政思想：求善。陆润庠有这样的思想，和他的父亲
不无关系。“父懋修，精医。 ”[1]12815 陆润庠的父亲
叫陆懋修，字九芝，是著名的中医，医术高超，著
作颇丰，还乐善好施。 他在救治穷人的过程中发
现，很多疾病是由饥饿造成的，于是他开了一家
米店，被当地人称为“米自量”：穷人去店里买米，
有钱的就留下钱，没钱的不用给钱。 继承父亲的
乐善传统，陆润庠入仕后做了很多善事。 作为祖
传医术的继承者，他经常治病救人，而作为朝廷
官员，他更多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践行善治。

2.建立官医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京瘟疫大流行，其

惨烈情形正如当年 6 月 29 日的《大公报》所描
述的那样：“大内嫔妃中亦屡染时病且患目疾者
尤多。太后慈躬亦连日进药饵以防疫气，故太医
院各官每日皆有宣召云。”时任左都御史的陆润
庠心急如焚，利用给慈禧看病的机会，向朝廷呼
吁加大预防和治疗疫病的力度， 并建议成立官
方的专职机构———官医局。 当年阴历五月十九
日，朝廷下旨：

给事中吴鸿甲奏请安插流氓， 并设立
医局一折。 京师贫民众多，天气炎热，易染
疾病，亟宜设法保全，随时医治。 着加恩赏
银一万两，交张百熙、陆润庠会同顺天府五
城御史，妥议章程，认真兴办，以卫民生而
迓天和。 [3]4881

陆润庠被任命为总办，具体负责筹办事宜，
并对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
指导和管理。在陆润庠的努力下，朝廷增加医疗
拨款，并吸引社会资金，逐步把朝廷直属的官医
局改造成为兼具基金会性质的慈善机构。 有关
内容可参考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对陆润庠
“遵旨办理医局”奏折的批复：“孝钦后于光绪辛
丑回銮后，好行慈善事业，特发帑银数万两交张
百熙、陆润庠等经理施医总局。光、宣之际，基金
颇富，且有捐款开局施诊。”[4]慈禧（孝钦）带头捐
款，支持陆润庠的工作。 官医局的建立，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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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社会医疗体系的变革， 也标志着政府行政
职能的转变， 御医从只为朝廷和达官贵人服务
逐渐转向为普通大众服务。

二、求变

“变”就是变易，也就是改革、变革。
1.开设商埠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

绪二十一年（1895），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马
关条约》，开放苏州等四城市为商埠。 当时陆润
庠正在丁忧①期间，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与张之
洞、张謇密商对策，在“日租界”尚在勘界时抢先
一步创立洋务局， 在苏州石路等三个地方开设
面积约为两千亩的商埠，使洋人无法插足，为清
政府减少了损失。 这几处商埠后来成为苏州的
重要商圈。

2.创办两厂
当时，清政府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在各省建

立商务局，在各府州县设立通商公所。在此大背
景下，陆润庠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筹集
到建厂资金白银 100 万两， 在苏州兴办了苏经
丝厂和苏纶纱厂（两个厂名合起来意为“经
纶”）。 两厂从筹建到生产，仅用了一年半时间，
其所用设备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苏纶纱厂拥
有沙锭 1.82 万枚，工人 2 200 多名；苏经丝厂

有缫丝车 208 台，职工 500 多人。 据 1898 年的
《官书局汇报》 记载，“苏州丝、 纱两厂所出丝、
纱，足与上海有名厂相埒”，其盈利能力在当时
国内纺织业中名列前茅。 张謇和陆润庠创办的
近代企业引领了当时的风尚， 推动了清末中国
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

3.吏治改革
陆润庠的“变”更多地体现在对官员考绩制

度的改革上。 清代在其兴盛时期虽然建立起了
周密的官员考绩制度，但随着政权日趋腐败，制
度中的不合理因素越来越显现出其弊端， 所谓
“人才既衰，吏治日坏，徒法终不能行”[5]。光绪三
十二年（1906）至光绪三十五年（1909），陆润庠
任吏部尚书，主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
调动等事务。在此期间，陆润庠对名存实亡的官
员考绩制度进行了诸多改革。

（1）改革考核指标。传统的官员考核制度重
点考察州县官员在赋税完解、 诉讼听断方面的
情况。陆润庠认为，仅从这两点来考核官员是不
够的， 还应该将官员的地方建设业绩纳入考核
范围。 他在上书朝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嗣后
责成各省督抚，考查州县，必以为守俱优，下无
苛扰，听断明允，缉捕勤能，为地方兴利除害，于
学校农工诸要政，悉心经画，教养兼资，方为克
尽厥职。 ”[3]5193 在考核税赋、判案的基础上，增加
治理地方业绩的考核，使考核的范围更全面。

（2）细分考核等级。 从秦始皇开始，对官员
的考核就采取三等制：好、中、差。在实际执行过
程中，这一考核方式越来越形式化，获得“好”或
“差”等的非常少，大多数官员都是“中”等，且考
核结果与政绩无关，却与官场腐败密切相关。针
对这一现状，陆润庠主掌的吏部提出，对州县官
员的考核按照其业绩分为最优等、优等、平等、
次等四个等级。这一考核等级沿用至今。后两个
等级与传统的“中”“差”等级类似，但将传统的

图 1 官医局的医务人员

①丁忧：根据朝廷规定，朝廷官员在职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

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 2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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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细分为“最优等”和“优等”两个等级，有利
于区分等次， 将官员的升黜任免与考核结果挂
钩，进而激发官员的积极性。

（3）实施分类考核。传统的考核方式是对所
有官员不分类别地进行考核。 陆润庠主掌的吏
部提出， 对州县官员的考核分别按照行业管理
的特点进行专业考核，分为学堂、巡警、工艺、种
植、命盗、词讼、监押、钱漕八个行业类别，并由
主管衙门分别制定考核章程。比如，对学堂行业
类官员的考核， 以开报处所学生人数最多者为
上，次多者为中，最少者为下；对巡警、工艺、种
植行业类官员的考核，以办有成效者为上，已经
开办者为中，不办者为下，等等。 虽然这一考核
方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名目繁多”“徒饰耳
目”而遭到抵制，但根据官员的行业类别进行分
类考核，将考核指标具体化，也可称得上是考核
制度的一大进步。

4.“顺直联动”
在任顺天府主官期间，陆润庠推行了一系列

措施，充分体现出他的“求变”思想。 光绪三十二
年（1906），朝廷任命陆润庠“以尚书兼管顺天府
府尹事务”。 当时的顺天府包括 24个州县，行政
区划比现在的北京要大。顺天府府尹是主持北京
及其所属州县政务的最高长官。陆润庠任顺天府
主官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做了很多工作，其中
最有影响的探索是“顺直联动”。“顺”就是当时的
北京，“直”就是当时的直隶省，包括现在的河北
省和天津市。“顺直联动”就是让北京及周边地区
协同发展，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从
而确保京城平安，促进周边地区发展。

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润庠正式上奏提
出自己的主张：

京师亲民之官，莫切于牧令。顺天所属
各州县，居三辅之要区，为四方所取法，必
得贤有司与之共治，而后修明庶政，方足以
资表率，而树风声。

近年来吏治日顽， 积疲不振， 推究其
故，良以顺属各缺素多瘠苦才智之士。往往
意存趋避，瞻前弗前，而淡泊自甘者，又未
必能胜烦剧。坐是因循废弛，几成江河日下
之势。

今欲切实整顿，必先设法调剂。 调剂
之法，唯在顺直联为一气，用人、行政不分
畛域，遇有员缺，互资迁调，因地而择贤，
量才而授任庶。 人才不可不穷于用，吏治
自日进于良才，而各属之中。 ①

在陆润庠看来，北京属于全国的中心，地位
重要。如果北京所属各州县的官员都很爱民，而
且能以身作则、同心协力，那么北京作为首善之
地才能为全国树立榜样。陆润庠指出，当时北京
城在吏治方面存在官员治理不善、 失职渎职等
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报酬、晋升等不合理，
从而导致既有能力又有胆量的优秀官员的缺
失。比如，地方官员待遇好，但是晋升通道狭窄；
朝廷六部官员级别高，但是待遇不高。这两类官
员的积极性都没有被调动起来， 因而缺少变法
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鉴于此，陆润庠从调剂人
才入手，提出“顺直联为一气，用人、行政不分畛
域”这一重大构想。

“顺直联动”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北京的
吏治要先行改革，使其发挥示范作用。 二是政府
要建立顺天府和直隶省之间的行政联动机制，在
这两个地区内任命官员不受区域限制，从而拓宽
用人渠道。 比如北京的官员被任命到直隶省，直
隶省的官员也可被任命为北京的官员。三是北京
及周边地区之间要建立治理协作机制，相互借鉴
经验，尤其要将北京的有效经验向周边地区传播
扩散。 四是使用官员要“人尽其才”，将官员的业
绩与国家吏治及选才制度结合起来。这一实践取
得了积极的成效。当时北京遭灾，粮价飞涨，直隶
省的官员接到北京官员的电报后，迅速为京城运
来粮食，很快就稳定了粮价。

①此段文字摘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朱批奏折”全宗第 3卷第 550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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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洪钧在国外时曾以重金购买了一张俄制中俄边界地图，校勘刻印后交给朝廷。 这张地图错将帕米尔地区的

许多哨卡标注到了俄国境内，洪钧却没有发现。 后来这张错绘的地图被俄国人拿来作为中俄边界争端的“证据”。

（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9%92%A7/84460?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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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中

“中”就是中和、中庸、中用、允中守直。
1.以“中”断家务事
陆润庠的“求中”思想首先体现在处理家务

事上。 陆润庠有一个亲家，是清末名妓赛金花。
赛金花曾名傅彩云，出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
光绪十三年（1887）被洪钧纳为妾。 洪钧早陆润
庠六年考上状元， 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
状元大使。洪钧与原配夫人有一个儿子叫洪洛，
娶了陆润庠的独女陆玉珍， 因此陆润庠和赛金
花便成了亲家。

光绪十五年（1889），洪钧接受朝廷任命，出
使俄、德、奥、荷兰四国。洪钧因原配夫人体弱多
病，故带了傅彩云随往欧洲。在随洪钧出使德国
期间， 傅彩云结识了很多德国上流社会权贵人
士，并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为洪钧赢得不少赞
誉。 后来洪钧因地图事件①受到慈禧指责，抑郁
成疾，于光绪十九年（1893）病逝，傅彩云便离开
洪家重操旧业，改名赛金花，在北京城里的红灯
区“八大胡同”营生。 据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时，赛金花因其旅德经历和会说德语，得以与德
国士兵交谈， 并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有过多
次接触。赛金花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不要
烧杀抢掠，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北京人民和古老
建筑。

赛金花虽然出名了， 但洪家因其妓女身份
不让她进门。她一直思念自己留在洪家的女儿，
问洪家要，洪家不给；洪钧去世前给她留下的 5
万两银元也被洪钧的弟弟侵吞。 被逼上绝路的
赛金花便写信向陆润庠求助。 虽说清官难断家
务事，但陆润庠秉持中和的思想，综合考虑传统
道德、 赛金花在北京的有益作为及其女儿的长
远发展， 提出了一个赛金花和洪家都认可并接

受的建议：5 万两银元归还赛金花，赛金花的女
儿归洪家抚养。陆润庠以“中和”方式权衡利弊，
做出了令双方都满意的决定。

2.持“中”为官
陆润庠的“中和”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折中主

义， 而是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的中庸之
道。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过犹
不及”。 中庸之道是为官的重要原则，而激进或
是过于低调都是官场大忌，难以行稳致远。对于
没有背景， 完全靠能力或机遇登上高位的人是
这样，而即使有“靠山”，有人“扶持”，也不可有
恃无恐，任性走极端。

陆润庠在自己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一贯
奉行中庸思想。在变法维新中他提出：“成规未
可墨守，而新法亦须斟酌行之。 若不研求国内
历史，以为变通，必至窒碍难行，且有变本加厉
之害。 ”[1]12816 可以看出，陆润庠主张学习先进国
家，革故鼎新，但这种学习不是照抄照搬，不是
盲目冒进，而是结合国情，稳健前行；否则，欲
速不达，不仅难以推进变革，而且可能适得其
反，比不改革还糟糕。 其更深一层的意思包含
了对清王朝“崩盘”的担忧。不过真正读懂他的
话并不容易，在当时，保守派阻挠他变革，而后
来的“改革家”们则将他对“变本加厉之害”的
忧虑忘得一干二净。

清朝历任吏部尚书的任职时间平均为三
年， 而陆润庠担任吏部尚书的时间正好就是三
年。这是巧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的持
中哲学之精妙。在提拔人才上，陆润庠充分贯彻
中庸之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润庠按照朝
廷要求上奏折推荐了五个人：宝铭、赵炳霖、毛
庆蕃、潘昌煦、徐寿兹。 列在第一位的宝铭为满
人，时任吏部左丞。 鉴于清朝是旗人政权，为了
不得罪朝廷和满人，陆润庠将宝铭列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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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宝铭并非陆润庠真心想提拔的人， 因此宝
铭在吏部左丞的位置上一直未得到提升， 直到
陆润庠升任大学士之前的一个月， 宝铭才由吏
部左丞提为委叙官局局长。列在第二、第三位的
赵炳霖、毛庆蕃，当时三四十岁，可谓年富力强。
赵炳霖在被陆润庠荐举的当年就被提拔为皇帝
“侍讲”，后来果然有所作为，其在《劾袁世凯疏》
中要求弹劾袁世凯，在朝野引发震动。 再后来，
宣统二年（1910），赵炳霖又上疏要求弹劾奕劻。
辛亥革命爆发后， 赵炳霖两次当选为广西出席
国会会员。 民国时期，赵炳霖对民国的政治、经
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毛庆蕃在被陆润
庠荐举的当年就由江苏提学使升任为甘肃布政
使，很快又被提拔为陕甘总督兼甘肃布政使。在
甘肃任职期间恰逢兰州黄河大桥建设困阻，毛
庆蕃多方筹措资金、购买材料，在他的努力下，
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的兰州黄河大桥得以
竣工。毛庆蕃在担任江苏提学使期间，同情和保
护革命者， 从告密者手中解救出著名革命家黄
炎培。后来袁世凯恢复帝制，邀请毛庆蕃出任要
职，被毛庆蕃严词拒绝。潘昌煦和徐寿兹则是陆
润庠为朝廷推荐的后备干部，可谓人才储备。

荐举五个人，分为三个层次，让其分别承担
不同的职能，由此可以看出陆润庠的中庸思想。

3.因“中”保命
中庸的内涵很丰富，中庸的“庸”在古代又

通“用”，因此中庸又是中用、管用、有效用，同时
中庸又是廉洁之本。

陆肯堂是陆润庠的七世祖， 康熙二十四年
（1685）的状元。陆肯堂留给后世三条家规：一是
僧道无缘；二是不吃牛肉；三是不置田产。 陆肯
堂认为，读书人就应该信奉孔子的儒家之道，而
不能信奉别的；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牛是帮助人
们耕地的，因此不能吃牛肉；“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买田就相当于与皇帝争利，因此不能置田
产。 陆润庠谨遵祖训，尤其是不置田产，保住了
自己的廉洁清明。

陆润庠因“和”廉洁，也因“和”救了自己一

命。陆润庠有一个好友名叫李拔贞，在京城考试
中落榜。 当时入仕不久尚在翰林院任职的陆润
庠为其饯行， 席间安慰好友说自己第二年会去
湖南当考官，考试一事没问题，只需在应试文章
中嵌入“水烟袋”三个字。果然，没过多久陆润庠
就成了湖南乡试副主考，他写信提醒李拔贞。收
到陆润庠的来信，李拔贞喜出望外，奔跑而出，
其不识字的夫人怀疑李拔贞收到的是情人的书
信，便拿着信回了娘家，此事遂被李拔贞的两个
连襟知晓。在当年的湖南乡试中，“水烟袋”三个
字出现在了三份答卷上，陆润庠择优批改录取。
不久此事被揭发， 陆润庠被负责监督百官的言
官参奏到光绪皇帝那里。 由于陆润庠素有廉洁
名声，而且光绪皇帝对他的印象很好，因此他才
逃过一劫。 樊增祥曾在其所著《水烟袋歌》的序
言中详细记录了此事：

太保陆凤石前辈，同治癸酉拔，春秋联
捷，遂魁天下。 夙与湖南李拔贞同年相善，
李试京兆，不售，光绪乙亥春，将还湘，陆饯
之于丰楼。 酒次，意甚郁悒，陆曰：“若我主
湘闱者，子必获售。 ”李请关节，陆方吸烟，
即曰：“‘水烟袋’嵌于试帖句，可矣。”未几，
充湖南副考官， 先以书抵李曰：“颇忆水烟
袋否？ ”李发函狂喜，置书屉中，雀跃而出。
妻睨其旁，疑为外舍情书，苦不识字，持归
母家。母览而戒之，曰：“慎勿泄也。”母有三
女，所天皆诸生，乃使长次女各告其婿。 是
科诗题为‘唯善为宝’得‘书’字。陆得三卷，
皆如所授，乃皆取之，独一卷后至，置副车。
及拆封， 李副榜第一， 正榜两卷则其僚婿
也。一人名次较高，闱墨刊其诗云：“烟水苍
茫里，人才夹袋储。 ”久之，事颇泄，言官欲
劾之，以陆为人和易而止。 李竟不获售，以
道员需次某省而卒。然则科名之有定数，岂
虚语哉！ 陆此事诚干例议，然爱才念旧，非
纳贿作奸者比，无足深讳。 寒夜偶忆其事，
歌以传之，意在使君子知命而。 [6]

陆润庠奉行中庸思想， 除了表现在以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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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老”和“石”均指陆润庠；“吉”指庆亲王亦劻；“龙”指隆裕太后；“先皇”指光绪皇帝；“孝”亦即隆裕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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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表现在其书法风格上。陆润庠的书法严缜
坚厚，中规中矩，并无特别的棱角。 慈禧过生日
时陆润庠曾书写两副对联送给慈禧， 一副尺寸
较大，上署自己的名字；一副尺寸较小，只有名
章，没有署名。两副不同尺寸、不同规格的对联，
便于慈禧根据喜好作出选择， 也可借此测量自
己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 从此行事中也能看出
陆润庠的中庸之道。生日大宴时，慈禧选择了尺
寸较大、有署名的那副对联悬挂在大厅中。这充
分说明了慈禧对陆润庠的重视。

图 2 陆润庠送给慈禧的两副对联

四、求简

“简”的含义丰富，比如简约、简朴、大道至
简等。

1.直指要害
陆润庠为官多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能

办好那么多事情， 陆润庠采取的策略就是舍弃
繁文缛节，抓住问题的实质，切中要害。 这从陆
润庠帮助梁启超回国一事中就可以看出。

戊戌变法一百天左右，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
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
宣布：“从前获罪人员， 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
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
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宽其既往，予以自新。 曾经
革职者俱着开复原衔， 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
禁及交地方管束者，着即一体开释。 ”[7]梁启超
不能回国，在日本流亡多年。宣统二年（1910），慈
禧已去世， 国内立宪派发起了一场开放党禁运
动，建议朝廷赦免梁启超等人。一心想要回国的
梁启超托好友麦孟华等帮忙谋划回国一事，
麦孟华等人多方努力未果， 便找到陆润庠请
他帮忙递交赦免文函， 并拿出 1 万两银元作
为酬金。 陆润庠立即答应，他还认真分析并建
议，为了显得庄重、正式，梁启超写的信件可
由自己转呈庆亲王奕劻， 再由庆亲王奕劻递
交隆裕太后。 至于 1 万两银元，陆润庠考虑到
直接拒绝会让梁启超误以为自己不肯帮忙，
因此委婉表示，事情还没办好，等事情办成了
再说（可是直到梁启超回国，陆润庠也未收下
这笔钱）。不久，陆润庠就通知麦孟华，说信已
经送到，隆裕太后说可以考虑。 此事在麦孟华
写给梁启超的信件中有详细记载：

石老已将文章呈吉， 吉转交随看，随
问从何来？ 吉以亲戚对（即此一语已极得
力）。 将来尚须与月看后，共请龙办法。 据
吉云，龙前曾对彼辈言，凡事须为先皇留
点面子，不可全顾孝一面云云，则此事龙
必愿意也。 石定二十前再来讨消息，唯一
事颇费斟酌，石昨将此物交还，云暂可不
需，需时再说。 弟推其意含有两层：一则或
者石老高义，一则或嫌少，不能出光。 然无
论那一层，此物若不到，终恐不济。 今已极
力探取其意，若第一层则尚易斟酌，若第
二层，则又费踌躇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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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陆润庠题赠郁达夫的字

2.大道至简
陆润庠的“求简”体现在自己的本职工作

中。 陆润庠在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升迁调动
时，遇到不少人来找门子，请求安排职位。每逢
此时，陆润庠都会讲廉洁，坚持原则，拒绝跑官
要官之人，包括自己的部下。他会好言相劝，引
导其好好履职，以政绩求升迁。 陆润庠对历史
上形成的“买官”“卖官”现象深恶痛绝，在取消
捐纳制度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简化了
清政府的官吏管理制度。 捐纳由来已久，早在
秦汉时期就已存在，是指由政府对不同职位定
出相应价格，并公开“出售”，后成为制度，被称
为“捐纳制度”。 到清朝后期，官风日下，捐纳制
度的不合理性也日益突出，对变法造成非常大
的危害。 鉴于此，陆润庠上书朝廷要求逐步取
消捐纳制度：“捐纳先例已开， 仕途良莠混杂。
有些官员学识浅陋。 请制定道府以下考试章
程，考试不及格者不差遣官职，设立仕学官教
习之。 ”在陆润庠的建议下，改革分两步走。 第
一步是限制捐纳人员的官职安排。 所有捐纳人
员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试用环节，试用合格才
能安排职务； 考试成绩不及格的需参加培训，
培训时间最长可达 50 年。 买官并不一定能做
官，狠狠打击了一批企图靠捐纳谋取一官半职
的人。 第二步是取消捐纳制度。 光绪二十七年
（1901），捐纳制度被正式废除。

3.培养后进
为官多年，陆润庠深谙官场之道，再能干的

领导，也必须有得力的部将辅佐才能成事。政府
要简政，领导要放权，因此需要大力培养人才。
陆润庠不仅在官场中提拔后进， 而且在日常生
活中也提携才俊。

郁达夫才华横溢， 出名较早，14 岁就在报
刊上发表作品。 郁达夫将发表的诗作寄给陆润
庠，向陆润庠求“笔墨”。 时年 74 岁的陆润庠半
开玩笑地尊称郁达夫为“仁兄大人”，并题字赠
送郁达夫。

相较于郁达夫， 陆润庠与鲁迅的接触更加

频繁，两人曾因《永乐大典》有过多次交往。《永
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是由姚广孝以及
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之
作，全书共 22 937卷，一正一副两个版本。除了
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长陵外， 副本的大部分
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夕
被烧毁， 火后余生的 400多册又几乎被掳掠一
空。而陆润庠在火灾后，将残余的 64册《永乐大
典》运回了自己家中保存。

国民政府成立后， 鲁迅回国在教育部任佥
事一职，主管图书馆事务。听说陆润庠保存了部
分《永乐大典》，鲁迅便托人打听，辗转找到陆润
庠，多次登门请求其将《永乐大典》交还国家。陆
润庠将其保存的 64 册《永乐大典》毫无保留地
全部交给鲁迅，这部分《永乐大典》后被珍藏于
中央级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
馆）。在此过程中，鲁迅与陆润庠也成为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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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皮”即张之洞。

和易行政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鲁迅在杂文和书信中多次
提及陆润庠，均含敬意。 比如在《且介亭杂文二
集》的《“靠天吃饭”》一文中鲁迅写道：“‘靠天吃
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
饭图的碑，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先生也画过一
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
靠着，捧了碗在吃饭。”[8]讽刺那些身上有丑陋顽
疾的人，自己不努力，等靠要，把臭脚当国宝。在
鲁迅的笔下， 陆润庠完全不是一个暮气沉沉的
庸俗政客，而是一位颇具黑色幽默感、痛恨国民
劣根性的杰出漫画家。 这里的“天”不仅指自然
界的天，也包含“天子”的意思。陆润庠在官场上
的一路被提升以及化险为夷， 并不都是慈禧和
光绪的“恩赐”，更多的是自己奋斗和后辈推崇
的结果。

4.减少欲望
陆润庠的“求简”不仅体现在“治国，安天

下”上，还表现在“修身”上。“无欲则刚”很难，
“简欲”也不容易。 思想上淡然了，行动上才能
稳当。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发布仿行立
宪的上谕，开始调整中央机构，进行官制改革，
封载泽、世续、陆润庠、袁世凯等 14 名大员为
“厘定官制大臣”，指定端方、张之洞等外地官员
6 人调派其麾下官员来京参加厘定官制会议，
讨论具体工作，派庆亲王奕劻以及孙家鼐、瞿鸿
禨“总司核定”，负责统稿。

此次官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责任内阁。 所
谓责任内阁， 就是君主立宪国家的最高行政机
构。 这次改革要撤销清初以来的军机处以及早
已名存实亡的内阁， 并推选出国务总理和副总
理，由其代皇帝负责全国日常政务，从而把皇权
中的执行权和决策权分离开来。 但是在由谁担
任内阁总理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当时最高统
治集团中最有望成为内阁总理的人选有三个：
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和张之洞。朝廷将张之洞急

调回京，摆出即将任命其为新内阁总理的架势，
张之洞对此更是踌躇满志。 但其时慈禧正在观
察和盘算，意图以满人治满人，以汉人治汉人，
拿张之洞压袁世凯。 觉察到朝廷上下的吊诡形
势，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利益冲突的牺牲品，性格
刚烈的张之洞极度悒郁， 身体每况愈下。 临终
前，张之洞上书朝廷，推荐陆润庠为官制改革后
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有关记载如下：

张相遗折举贤，以继其位。 闻所举者，
首为吏部尚书陆润庠， 次为法部尚书戴鸿
慈，谓此两公皆可以继其相位。……大约邮
传部尚书徐世昌，可望入军机，陆润庠将继
南皮①相位。 [9]

随后慈禧去世。 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组建
了责任内阁，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此内阁徒
有君主立宪制之虚名，实为“皇族内阁”，13 名
内阁成员中有 9名是皇亲国戚。 即将就任总理
的庆亲王奕劻邀请陆润庠入阁担任副总理，并
允诺陆润庠再让其兼任一两个部长的职位。 陆
润庠是有底线的， 他不打算再为摇摇欲坠的政
权出力卖命，却又不好当面推辞，便于第二日差
人送了一把扇子给庆亲王奕劻，“扇”谐音“散”，
以此表明自己不愿入阁。

少了欲望， 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做有价值
的事。 陆润庠主编了《新宪约章大全》，一共 70
多卷，对俄、英、法、美、德、日、韩等 18 个国家的
公共条约、法律、工商、交通、教育、宗教、邮政等
进行研究并作介绍。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编
撰了其父亲所著的大量中医文献， 共计 16 部、
33卷。1999年，这些中医文献被编辑成《陆懋修
医学全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计 40 余
万字。 该书不仅成为现代人学习中医的必读书
目，其中一些精要内容还在 2003 年抗击“非典”
期间被公共卫生医学专家采用，对治疗“非典”
病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陆润庠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总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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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学和维新变法的开拓者和推动者。 [10]如果
我们对陆润庠这样的晚清人物多作一些研究，
或许可以挖掘出中国最早的行政科学史料，为

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公文学的发展做一些有益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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