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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宋建立 900余年以来，对王安石的评价有着两

个极端。究竟是大宋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还是使国家

财政由贫变富的伟大改革家？当历史烟云散去，世人才

得以窥见深埋于千秋烟尘中的真相。

熙宁元年（1068 年），平生第六次回到故乡的王安石

离开临川，从南京赴朝廷面见神宗。从此，再也没有踏

上过这片故土。这次行程，记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王

安石年谱长编》里。

也许是冥冥中的某种预感，或许是文学作品和个人

命运的巧合，在乘船途经扬州一个叫瓜洲的小镇夜宿之

际，王安石咏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的名句。

次年，“熙宁变法”大幕轰轰烈烈开启。千百年来，

变法更广为人知的是另一个称谓：“王安石变法”。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 年）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去世结束，为期约 16 年。在宋神宗赵顼的全

力支持下，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要枢，得以施

展其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他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迅

速在全国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

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政，奠定了其惊世

雄才的历史地位。

如果要探寻王安石变法的思想轨迹，可以从他 10 年

前两封书信中找到端倪。嘉祐三年（1059 年），时任三司

度支判官（负责管理全国财政金融的预算收支情况）的

王安石给宋朝第四位皇帝写了一封长信《上仁宗皇帝言

事书》，共一万余字，其内容几乎涉及北宋王朝的方方面

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可以算是朝政

改革的大纲。不久，王判官还写了一封八百余字的短信

《上时政疏》。在信中，他劝谏皇上，如果不立即推行改

革变法，不整顿朝纲、制定法度、选拔人才，国家就会因

“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然而，满纸的抱负并

没有打动当时的皇帝，直到 10 年后宋朝第六位皇帝任上

才得以施行。

由于改革变法触动了许多人的根本利益，朝野之中

反对声浪此起彼伏，强大的反对势力贯穿了整个变法始

终。变法之后数百年间，各种观点仍争议不断，并且以

贬义居多。然而，有一个事实无可否认：从变法之初朝

廷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到变法后日见丰盈的国库，宋神

宗通过新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哲宗继位时，发现父亲

给自己留下了五千余万贯钱财，还有谷、帛二千八百余

万石、匹，足够朝廷开支 20 年。这些财富存放在专门建

造的 32座库房里。

不仅国库充盈，当时的社会生产经历了变革的阵痛

之后也处于良好发展态势。长期从事宋史研究的历史

学家漆侠提及：“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

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你就应当说，王安石变

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

把目光转向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萧条爆发时期。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农

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被

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

接干预的方式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

盾，无论是当时的经济形势还是罗斯福采取的改革举

措，都被近代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与王安石变法有着某种

相似之处。

1944 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

多次主动向陪同的官员和专家提到王安石，并称其为

“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也许，这位罗斯福新

政期间担任农业部长的副总统，在全力推动农业改革政

策中，仿佛看见了王安石当年推行的青苗法影子。现代

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哲学家贺麟曾在一篇文章中

有一段这样的表述：“华莱士先生来访中国，发表了不少

有深远意义的宏论，最有兴味的一点是他特别赞扬我国

宋代厉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华莱士先生似乎

隐约感觉着王安石之行新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之行新

政，有了精神上的契合，他赞扬王安石，不啻异国异代求

知己、找同志。”

彼时，距王安石变法落幕已过去 859年。

2018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改革遇见王安

石》一书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表述：“若放眼世界，自十四

世纪以来，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三百年后，西方经历了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俄罗斯改革、明治维新，

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

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等等，变革席卷世界。今天以及可

预见的将来，变革仍将引领潮流。王安石变法体现了顺

应历史发展的方位感与方向性，他与宋代社会的变革同

频共振，与数百年后乃至当今追求变革的时代精神、世

界潮流不谋而合。”

王安石，这位成就了十一世纪最耀眼变法实践的伟

大改革家，仿佛是一位以变革引领世界潮流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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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同乡曾巩是“文名太盛

掩功名”，那么，“变法”成为标志性符号的王安石则是

“功名太盛掩才情”，他笔下的精彩可能不亚于同时代任

何一位文学大家。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

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诗句出自欧阳修《赠王介甫》，

身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将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

其赞誉不无道理。

虽然以“变法”名动天下，王介甫的另一个身份同样

载誉古今——文学家。他在散文、诗词方面的创作一扫

宋初时期华而不实的浮艳之风，诗歌有以他名号命名的

“荆公体”，散文成就更是了不得。他和欧阳修、曾巩、苏

轼等人一道，深入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使北宋文坛呈

现一派新气象，并对宋代和后代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安石许多诗词都脍炙人口，但世人鲜有知晓的

是，他的文学作品有不少匠心独到之处，“翻案文”便是

其中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称之为“翻案

诗文第一家”。

最具代表的作品是《读孟尝君传》，全文仅 90 个字，

认为在战国时期享有盛誉的孟尝君并不是真英雄，只不

过是一个门下养了许多“鸡鸣狗盗”之流的鸡鸣狗盗之

雄。他在文中写道：“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尖锐地指出孟尝君的

不足，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人物，应该通过正确的选人

用人，帮助国君逐鹿天下。

王安石还有一首关于项羽的诗《乌江亭》：“百战疲

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

王卷土来？”指出项羽之败在于失去了人心。康震认为，

“翻案文”的写作，属于政治家表达自己意图和心声的一

种方式，体现了改革家王安石的个性和气质。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并没想到，八百多年后，长时间

饱受非议的自己，也成为一位有着极大影响力人物所写

“翻案文”里的主角。那个人用 30 余万字写成《王荆公

传》一书，洋洋洒洒地把历朝以来对王安石的贬毁之辞

一一驳斥，并留下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评价：“若乃于三代

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

国史之光。”他就是全力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

政治改革、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

梁启超。

王安石文风的独树一帜并不仅限于“翻案文”，他还

有一则《金陵怀古·桂枝香》被誉为怀古咏史词之绝唱。

古 典 文 学 研 究 大 家 周 汝 昌 评 价 为“ 只 此 一 词 ，已 足 千

古”。全篇写景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绵邈，其中“千古凭

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句，更显出王荆公立足之高、胸襟之广。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被历代伟

人经常提起的诗句，是皇祐二年（1050 年）王安石担任鄞

县知县期满，返回临川故里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期间

留下的诗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跃然其中。

时年 30 岁的王安石，在北宋文坛的王者之风或已隐

然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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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的视角聚焦，把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两

个政治死敌放在一起，竟然有一种交相辉映的效果。截

然不同的政见是他们共同的死结，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指

向同一个方向：重塑大宋王朝的繁盛。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北宋政坛的双子座，他们两人都

名动一时，都当过位高权重的宰相，对北宋中后期政治

产生过重要影响。

司马光一生做了两件大事，都与王安石变法有关联。

在变法过程中，身为保守派领袖的司马光“死磕”力

行新法的王安石，并在就任宰相后将所有的新法全部废

除，史称“元祐更化”。

熙宁三年（1070 年），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辞去枢

密副使一职，到洛阳担任一个闲职，一待就是 15 年。这

期间，他主持编撰了一部史学巨著，这部编年体通史共

有 294卷，300余万字，书名叫作《资治通鉴》。由此，司马

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

不朽巨著，被誉为“史学两司马”。

王安石全力推行新法期间，还有另一位堪称“不是

冤家不聚头”的麻烦制造者——同为“唐宋八大家”之列

的苏轼。苏轼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算不上是重量级人

物，但才华横溢、个性鲜明。他在变法主张刚出来时就

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直言新法弊端，并充分运用自己

的才气写了许多文章攻击新法和嘲讽变法派官员。

起初，王安石视他为眼中钉，准备找个机会治他的

罪。《宋史·苏轼传》这样记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

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但是，多年后，苏轼在“乌台诗

案”中被构陷入狱并险些被问斩之际，已经二度被罢相

的王安石闻讯立即给皇帝上书疾呼：“安有圣世而杀才

士乎！”

元丰七年（1084 年），苏轼专程前往南京拜会王安

石，两人在一起共处了近两个月，游玩、喝酒、诗词唱和，

相处甚欢。王安石还邀约苏轼在南京买房作邻居。苏

东坡也动了心思，他在一封回函中提及：“轼始欲买田金

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

政治纷争归零，文学相交相知。苏轼的个性、气质

与王安石并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因为博学和才华、诗歌

和文章有了英雄惜英雄的相通，这可能是王安石生命中

最后的慰藉。

纵观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这三个人当中，王安石

和司马光在人品、道德、秉性、为人方面是当世楷模，王

安石和苏轼在文章、才华、学问方面也是一时典范。这

些政见上的对立并没有让他们之间没完没了地交恶，反

而让人感觉到这几个伟大的人物，在同一个时代迸发出

多元的光彩。

宋元祐元年（1086 年）四月，一代名相王安石与世长

辞。

王安石去世后，已经出任宰相的司马光给朝廷写了

一封信，虽然依旧微辞颇多，但其中也提到，“介甫文章

节义过人处甚多……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

起浮薄之风。”苏轼则受朝廷委托给王安石写了祭文《王

安石赠太傅制》，文中写道：“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

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

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这两位王安石在世期间的政敌，不约而同地对他

的文事予以高度评价，对于改革之事却甚多非议或者

只字不提。王安石的人生在经历了变法的轰轰烈烈和

退隐的寂寞寥落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正像一位落寞

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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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行政中心对面的名人园里，立着一尊雕像。

身着官服的王荆公眼望前方，目光坚定而深邃。千百年

时光过去，宋时的明月依旧照着大地，临川先生以这样

一种方式，回到了故里。

明道二年（1033 年），13 岁的王安石随父奔丧，第一

次踏上故乡临川的土地。他在这里住了 3 年，也是一生

中在故乡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前，出生于清江县（今樟树市）的王安石已经跟着

父亲王益到了不少地方，包括庐陵县（今吉安县）、新繁

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韶州（今广东韶关）等多个地方。

故乡在他的眼里陌生而又亲切。3 年里，他经常往返金

溪外婆家，其间认识了一位神童方仲永。

十年后的庆历三年（1043 年），刚刚考中进士第四名

的王安石回到临川住了几个月。这次归家对于他有着

特别的意义，不仅迎娶表妹吴氏完成了终身大事，还遇

见了侨居此地的曾巩，两人相见甚欢，随后被曾巩推荐

给恩师欧阳修。这一年，王安石还专程去找了“已泯然

众人”的方仲永，并于几年后写成了《伤仲永》。如果没

有求学求变求新的精神和实践，神童终将成愚夫。在文

章里，世人读到了这样的内涵。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政

敌 司 马 光 在《宋

史·王安石传》中

对 王 安 石 的 指

责 ，但 从 另 一 个

侧 面 ，恰 恰 体 现

了王安石改革的

决心和勇气。也

许 正 由 此 ，对 于

“ 三 不 足 ”的 攻

击 ，王 安 石 在 生

前却欣然接受。

正是这种变

革 的 精 神 ，打 破

了旧王朝万马齐

喑 的 格 局 ，成 为

王安石身上一个

卓然独立的人格

符 号 ，也 是 他 对

于中国文化最大

的贡献。千年后

的 今 天 ，依 然 没

有过时。

千年安石
□ 温 凡

由盛转衰的北宋，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年轻
的君主渴望大展作为却又饱受掣肘。也正在此时，从
基层奋起的王安石挺身而出，走进宋神宗的视野，越
次入对后两人一拍即合，一场变革随即展开，这就是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尽管变法因为触碰到权贵阶
层的利益备受阻挠，变法的阵营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而
产生分裂，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不能否认的是，北宋因
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一度形成了社会发展、经济富
庶、文化繁荣的景象，“达到了宋朝也是十一世纪全世
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王安石也被列宁称
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梁启超评价王安石“若
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
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

变法的核心理念变法的核心理念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随其父宦游各地，对民间
疾苦深有体会。年少时的游历和在鄞县等地的为官
经历，令王安石在面对宋神宗“本朝百年来虽问题不
少，但表面上看却太平无事，道理何在”的两难问题
时，做出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回应。他透过宋王
朝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从教育、科举、财政等十个方
面分析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危机。这篇文章与早前的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堪称王安石两篇精彩绝伦的政
论文，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及其变法的核
心理念。

关注民生，裕民利民。王安石十分重视民生问
题，这一点早在他出任鄞县知县时就显现出来。初到
鄞县的王安石经过考察发现，鄞县虽然地域广阔且江
河遍布，却常年受干旱之苦，于是组织百姓兴修水利、
疏浚河道，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他发现青
黄不接时百姓难于生计，便以轻微的利息将官府的粮
食贷给农民，待农民秋收后再归还新粮，一方面解决
了农民无粮艰难度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官府
的存粮能够得到更新，一举两得。这种以官粮帮助百
姓渡过难关的做法就是后期青苗法的雏形。“治鄞千
日，影响千年”，这是今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可以说王
安石在鄞县的从政经历为他今后推行变法提供了经
验支撑，也正是从这里，他踏上了变革的第一步。

富国强兵，永保太平。宋神宗与王安石初次相见
时，曾表达他渴望成为像唐太宗一样的君主，一展振
兴大业。对此，王安石回答道：“唐太宗何足道哉，陛
下若要治国兴邦，每事必要以尧、舜为榜样”“方能富
国强兵，永保太平”。事实证明，这对君臣也正是这样
做的。面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局势，为改善
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陆续推
行均税法、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以义取利，切实增加了
国家财政收入，而守旧派则认为王安石之改革措施实
际上是在“与民争利”，是“变相敛财”。王安石出任地
方官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复制推广”需要各
方面条件和保障，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当刻，从王

安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来看，变法还是取得了
较好成效的。

学惟时习，经世致用。庆历三年，王安石写下著
名的《伤仲永》一文，讲述了家乡一个名为方仲永的神
童因天资聪颖传遍乡里，又因后天疏于学习而成为一
个普通人的故事。也基于此，王安石发出“今夫不受
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的感叹，
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
王安石指出“方今天下人才不足”，而州县虽有学，“学
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施行
变法后，王安石针对当时学校形同虚设、学习内容空
洞等问题，以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为根本出发点，主张

“学以致用”，创立太学“三舍法”、编写《三经新义》作
为学校教材、从优等生直接取仕等改革举措，对改进
当时的学风教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
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
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
已”。同时他还强调“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
用，犹无有也”，认为国家充满人才，才会愈加兴盛，而
要培养人才，则要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
面来发力。“教之之道”是主张学校教育要培养有用的
人才；“养之之道”则强调要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
遇，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
道”是关注人才的选拔，旨在为国家发展选出真正胸
有丘壑、德才兼备之才，摒弃只晓记诵经典章句之人；

“任之之道”强调用人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使“知
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各司其职，为国家
所用。

变法的当代价值变法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
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北宋百年，崇文
抑武，积弊重重。王安石以舍我其谁的勇气，于风云
激荡时勇挑改革重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
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后世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王安石“国以民为本”的民
本思想与当今执政为民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民
本思想的主要理论根源于儒家，强调在维护封建专制
统治的同时也要一定程度上考虑人民的利益。王安
石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
也”，认为“民”是王朝立国的经济之本，所以要“裕”
民，“民富然后可教矣”“民富然后财贿可得而敛”，方
能“富”国，“富然后邦国之民可聚”，其鲜明的民本思
想也在变法中可以窥见，其内容的主要精神是以民为
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富国强”是王安
石的理想，也是无数中华儿女共同的奋斗目标。

德法结合，善法而治。王安石在《王霸》一文中谈
道：“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指出
儒家和法家在维护王朝统治的根本目的上是一致
的。同时，他也看到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区别：“故王者
之道，虽不求利，而利之所归。霸者之道，必主于利，
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则天下孰与之哉？”他认为
王道是高于霸道的，但此两者需要互补，既尊儒也重
法。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法治”，指出“盖君子之为

政，立善法于天
下，则天下治；立
善法于一国，则
一国治”。“善法
而治”的思想对
我国德治与法治
相结合和科学立
法提供了历史经
验。党的十八大
向世人宣告我国
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的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始
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实践中拓展新思
路、增添新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
断前进。

发展生产，以义理财。一张《清明上河图》描绘出
汴梁城的繁华，却画不出北宋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
为了改变国力日渐衰弱的现状，王安石推行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等，致力于发展生产，增
加财政收入，以期达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在
面对政敌“与民争利”的指控时，他指出“政事所以理
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
岂为利哉？……盖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
他“理天下之财”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因太过“先进”且
执行中被“变通”而走向失败。例如，他推行的市易
法，其本意是为了抑制物价、稳定市场，却由于实际操
作者的失误反成为垄断市场的剥削机器，这对当下社
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即如何处理好政
府、人民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使
人民获得利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变法的思想遗产变法的思想遗产

近千年前，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王安石大刀阔
斧，却囿于国家积弊已久，非一朝一夕能实现富强的
目标，且缺乏一支同心同向的改革队伍，终弃政从文，
归隐江宁。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改革家，王安石曾备受
争议，甚至被污名化，但明珠终不会蒙尘，历史定有评
说。

一是留下了“三不足”的斗争精神。面对内忧外
患的艰难困境，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斗争精神砥砺向前。“三不
足”意指天象的变化不足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都
要效法，一些人的议论无需担心。当前，我国改革已
经步入深水区，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王安石“三不
足”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全面深化改革
进行到底。

二是丰富了“道理”的哲学内涵。宋太祖赵匡胤
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此
时的“道理”还只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直至
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道理”进行
了丰富的哲学讨论，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又包含
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等，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
声，也成为现代人三观的源头之一。

三是埋下了“变革”的觉醒种子。纵观王安石变
法，他以国家放贷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时期的青苗
法，直接通达和启示了现代的国家金融信贷，强调政
府对市场的管控等举措被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多次
运用，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变革”这
颗种子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积蓄能量，给后人启迪。
我们现在不断通过改革发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种种
问题，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颗“变革”的种子行至今日已萌生新芽，在时代的长河
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
自己的初心使命，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向如
王安石等改革先锋“取经”的过程中，到新中国成立一
百年时，中国必将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前人的开拓和今人的努力。

王安石变法的
理念与当代价值

□ 朱 虹

2021 年 12 月，

抚州。

多位知名学者

从全国各地陆陆续

续来到这里，将参

加 12 月 18 日举行

的一场文化盛事。

一千年前的 12

月 18 日，一位男婴

在江西呱呱坠地。

当时，谁也不会知

道，他将在很长时

间内，影响整个国

家。甚至在千年之

后，人们还会以这

样的方式记住他。

他是“唐宋八

大家”当中官职最

高、争议最大的文

学大家，曾经两度

被拜相，又两度被

罢相；他是近代梁

启超眼里“四千年

来最完美、最伟大

的人物，是古今第

一完人”，是明代杨

慎眼里“求之前古

奸臣，未有其比”的

异端；千百年时空

物换星移，一代代

王朝兴衰更替，一

批批人物沉浮过

往，而他的名字历

经千年却依旧清

晰。

他叫王安石，

字介甫，号半山，世

称临川先生。

【【编者按编者按】】王安石王安石（（10211021——10861086年年），），被誉为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被誉为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巨星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巨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性人物。。20212021年是王安石诞年是王安石诞

辰辰10001000周年周年，，我们推出本期特别策划我们推出本期特别策划。。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篇聚焦王安石的生平一篇聚焦王安石的生平、、变法及其散文变法及其散文、、诗词方面的创作诗词方面的创作，，一篇对王安石治理地方一篇对王安石治理地方、、变法改革的核心理念变法改革的核心理念、、当代当代

价值价值、、思想遗产进行梳理思想遗产进行梳理，，试图还原一个具有高洁品格试图还原一个具有高洁品格、、刚毅性格刚毅性格、、跌宕人生的历史人物跌宕人生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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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天禧五年真宗天禧五年 10211021年年
11岁岁 出生于临江军清江县出生于临江军清江县（（今樟树市今樟树市）。）。

●●明道二年明道二年 10331033年年
1313 岁岁 祖父去世祖父去世，，随父王益回临川奔丧随父王益回临川奔丧，，在在

金溪第一次见到神童方仲永金溪第一次见到神童方仲永。。

●●庆历二年庆历二年 10421042年年
2222岁岁 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任职淮南节度任职淮南节度

判官判官，，为出仕后第一个职务为出仕后第一个职务。。

●●庆历三年庆历三年 10431043年年
2323岁岁 第二次回临川第二次回临川，，娶妻吴氏娶妻吴氏。。

●●庆历七年庆历七年 10471047年年
2727岁岁 任鄞县知县任鄞县知县。。

●●至和元年至和元年 10541054年年
3434岁岁 自舒州赴京师自舒州赴京师，，任群牧司判官任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嘉祐二年 10571057年年
3737 岁岁 任太常博士任太常博士、、常州知州常州知州，，欧阳修为之欧阳修为之

践行践行。。

●●嘉祐三年嘉祐三年 10581058年年
3838 岁岁 二月二月，，提点江东刑狱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十月回京，，改改

任三司度支判官任三司度支判官。。

●●治平四年治平四年 10671067年年
4747 岁岁 正月正月，，英宗卒英宗卒，，神宗神宗（（赵顼赵顼））继位继位。。任任

江宁府江宁府（（今南京今南京））知府知府。。九月九月，，奉诏进京任翰林奉诏进京任翰林

学士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神宗熙宁元年 10681068年年
4848 岁岁 四月四月，，从临川返回从临川返回，，自江宁府入京自江宁府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神宗诏越次入对，，王安石力陈改革得到认同王安石力陈改革得到认同。。

●●熙宁二年熙宁二年 10691069年年
4949 岁岁 二月二月，，任参知政事任参知政事，，全权负责变法事全权负责变法事

务务。。当年颁行青苗法当年颁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熙宁三年 10701070年年
5050 岁岁 首次拜相首次拜相，，任同中书下平章事任同中书下平章事、、监修监修

国史国史。。

●●熙宁七年熙宁七年 10741074年年
5454 岁岁 首辞相位首辞相位。。以吏部尚书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观文殿大学

士身份出知江宁府士身份出知江宁府。。

●●熙宁八年熙宁八年 10751075年年
5555 岁岁 二月二月，，复相复相。。任平章事任平章事、、昭文馆大学昭文馆大学

士士。。

●●熙宁九年熙宁九年 10761076年年
5656 岁岁 十月十月，，第二次辞相位第二次辞相位。。任镇南军节度任镇南军节度

使使、、同平章事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判江宁府。。居钟山居钟山（（南京南京）。）。

●●元丰元年元丰元年 10781078年年
5858岁岁 尚书左仆射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元丰三年 10801080年年
6060岁岁 改封荆国公改封荆国公。。

●●元丰八年元丰八年 10851085年年
6565 岁岁 神宗卒神宗卒，，哲宗哲宗（（赵煦赵煦））即位即位。。新法先后新法先后

被废被废。。

●●哲宗元祐元年哲宗元祐元年 10861086年年
6666 岁岁 四月初六四月初六（（公历公历 55 月月 2121 日日））离世离世。。赠赠

太傅太傅。。

王安石像王安石像 温温 凡凡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