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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包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为官廉洁，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

千百年来深受百姓崇拜和爱戴。包公名包拯（公元 999-1062年），出生在今安徽

肥东县一个乡村的农家。父亲是农民，对他要求严格，寄予厚望。包拯 5岁开始

识字，13 岁读完四书五经。他对儒家治国的思想和历代清官贤臣的事迹十分感

兴趣，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清官。包拯 28岁考中进士，按当时制度可以出来做

官，但他是个孝子，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直到 36岁才出来做官。 

 

包拯先当知县，上任即断了一个奇案，声名远播，两年后升任知州，因清明廉洁，

很快被调入朝廷任朝官。包拯在朝廷任谏官。他一上任，即精心选定唐代著名谏

官魏征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一遍，呈给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取

经验教训。他还对许多朝政发表意见，使皇帝在做出重大决策时避免失误。包拯

对自己立下的十二字座右铭是：“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在谏官任上，包拯直言敢谏。对皇帝做出的决定，他认为不妥的便大胆诤谏。如

皇祐二年，大涝之后天放晴，宋仁宗认为是吉兆，除了举行盛大的祭祀天地活动

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并给所有文武官员晋升一级。包拯对此提出异议：罪

犯服刑是因为他们有罪，不可因洪水退去而减轻；官员升迁应根据他们的政绩决

定，否则以后谁会勤勉为朝廷出力！ 

 

在朝为官，包拯对多位朝廷命官谏议，直至皇帝罢除他们的职务。包拯当时在

民间已有很大声誉，皇帝也认为他是忠于自己的官员，所以尽管一再被冒犯，

仍重用他。1057年，包拯被派任北宋都城开封府任知府。开封府知府是一个很

重要的职位，但京官难当。北宋政权存在一百多年，出任开封府知府的竟达一

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任在位的时间只有半年多。包拯在任期间秉公理政、铁面

无私，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他行得正、做得正，谁拿他也没有办法。他在

开封府判定的许多案子后来都被编成戏剧流传。在中国戏剧史上，没有一个官

吏能够像他那样，可以频繁地出现在历代戏剧舞台上，并且成为一类独特的戏

剧——包公戏。 

 

中国的封建时代是人治社会，百姓只能寄托于清官主持公道，为民办事。清官戏

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在戏剧舞台上，包拯被神化了，他不仅铁面无私、

心智过人，而且上通天神、下通鬼魂，是具有灵异功能、半神半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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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包拯的成长与入仕 

 

史书记载，包拯“生于草茅，早从宦学”，意思是说他生于乡村农家，但很早就开

始研读如何做官的经书。包拯出身寒微，28岁考上进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

进士就可以当官，但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

直到 36岁才正式出山，当了知县这样的小官。在知县任上，他断了一宗奇案，

声名远播。38岁升任知州，清明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之后，便开始

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包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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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时，包拯以聪明、智慧闻名乡里。四乡的农人一遇到为难的事情，都会来

向包拯请教。有时发生争执，也会请包拯来判断是非曲直。有一次，两个亲兄弟

为争夺祖上留下的一棵柳树僵持不下，他们一路撕扯着来到包拯家。包拯问明来

龙去脉后，笑着说，这事很好解决，你们回去把树砍了，为去世的父母制作一张

专供祭祀用的香案，这样，既尽了孝，又不用再为一棵树到底归谁而争吵不休，

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兄弟俩一听，明白了包拯批评他们的言外之意，不

好意思再争吵了，从此和好如初。 

 

包拯的父母是农民，以耕作为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

包拯 5岁开始识字，13岁读完四书五经。农忙时，他帮助父母下田做农活，农闲

时，就寄居在城南的一座古庙，埋头钻研学问。他对儒家治国安邦的思想和历代

清官贤臣的事迹最有兴趣，常常一卷在手，废寝忘食，三更灯火五更鸡，从来不

知疲倦。十年寒窗苦读，到 28岁去考进士时，他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饱读诗

书的学者。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 28岁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

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

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

在家里，侍候父母。后来，朝廷又委派他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

负责管理税收钱粮，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

父母，只坚持了几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包拯才离开乡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他住在小客

栈里，夜晚守灯苦读，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

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

者羞。”大意是说，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应该做房屋的栋梁，精炼

的钢料决不应去做铁，我应该做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景祐三年（1036年），

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断了好多积案，博得

了清官的好名声。 

 

巧判牛舌案是包拯任天长知县时的一例判案：一天，一个农民忽然发现他家养的

一条牛嘴里流血，掰开牛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牛舌头被割了。他又气又恨，

一路骂骂咧咧地告到县衙来。包拯看了农民的状词，立即断定此事必是仇人干的。

他对告状的农民说，你回家后，把牛宰了，拿到集上去卖肉。农民说，私宰耕牛

犯法，小人不敢。包拯说，你别怕，尽管大胆地去卖。第二日天刚亮，就有人闯

到县衙公堂上告状，说是有人私宰了耕牛。包拯一听，怒喝道：“你偷割了人家

的牛舌头，还来恶人先告状！拿下！”一审，此人果然是那农民的仇人，吓得要

命，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作案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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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高要）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

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

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

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

也造册上交了。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

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

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

“墨砚沙”的沙洲，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 

 

 

包拯知州端州游七星岩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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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为师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一上任，他就

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征为师，精心选定魏征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

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包拯在做谏官时，对朝政发表许

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

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包公祠内的包公座像 

 

反对“覃恩” 

皇祐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

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

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

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

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

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三弹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

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

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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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

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

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

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参倒张方平 

“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

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

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

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

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

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抨击宋祁 

宋祁是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糜。每顿饭，必须不少

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

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

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

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

到朝廷重用。包拯对此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

于罢了宋祁的官。 

 

严惩张可久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

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

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愈多定罪愈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

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

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

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

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 

 

力参任弁 

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

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

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

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

去。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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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

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 

 

七斗王逵 

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

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

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

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

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

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

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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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如山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

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

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 

 

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

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

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做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重惩贿赂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一个包公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犯人过堂时，

应受杖脊（用木棍打屁股）。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

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

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

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

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

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 

 

 

包拯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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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集》 

 

《包拯集》又名《包孝肃公奏议》，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 427册，

是研究包公和宋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九百多年来，历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深

受后世研究者重视。不过，《包拯集》并不是包公生前亲自编撰，而是在包拯死

后，后人为纪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这本论文集几乎囊括包拯一生中所有的

奏折、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包拯的政治主张和他的

阅世态度，尤其他关于反对增加农民负担和精兵简政的建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仍

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包拯集》现代版，安徽古籍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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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包公之死 

 

一九八零年代，合肥政府决定在包河的南岸修建包拯墓园。包拯的遗骨是与家族

中很多人一起合葬，因此在迁葬时必须先做鉴定。在鉴定过程中，无意中发现包

拯的遗骨中的砷元素含量特别高，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关于包拯死因的争论。 

 

包拯在 63岁去世，死前身体健康。史料上说，他是突然死于一场暴病。如果包

拯遗骨中含有过量的砷元素，那么，很可能是被仇敌所毒杀。包公是不是被毒死？

是谁下毒？为什么要毒死他？包公之死，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合肥包公园墓室 

 

包拯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神。从南到北，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设有纪念包公的祠庙，

到处都有人跪拜他。历代文人还写了不少颂扬包拯的诗词，用诗歌来歌颂他的刚

正不阿和清正廉明，表达对他的景仰之情。在一千多年来，包公在老百姓心目中

都具有崇高的清官形象。政治清明时，人们固然怀念他；世道衰败时，老百姓更

加怀念他。自宋朝到今天，虽然世事变幻不定，然而，人们对于包公的怀念却是

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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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肥东县包公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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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的印记 

 

合肥包河 

传说包拯为宋仁宗找到亲生母李太后后，仁宗执意要把半个庐州赐给包拯，以示

答谢，包拯始终不接受，可是皇命难违，包拯最后只好答应接受庐州城南的一段

护城河，这便是“包河”的来历。包拯当时对子孙说：“河，不好分，不好卖，只准

种藕养鱼，绝不允许派别的用处。”包公的后人遵守他的遗训，只在包河里种藕

养鱼，年复一年，包河内终年鱼藕满塘。包河里的藕，脆嫩无丝（私）；包河里

的鲫鱼，背呈黑色（铁），象征包拯一生的“铁面无私”。 

 

 

安徽合肥包河 

 

合肥包公祠 

包河有一个沙洲，名“香花墩”，传说是包拯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墩上的建筑群即

是“包公祠”。明弘治年间，知府宋鉴在墩上建包公书院，让包公后裔在此处读书。

到嘉靖时，书院得以重修，改名“包孝肃公祠”。包公祠的迎面正厅是包公享堂，

堂中的包拯端坐塑像，造型生动逼真，双目炯炯，慑人魂魄。塑像旁是一副对联：

“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在包公像前，

陈列着包公生前处决犯人的三具铡刀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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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像前的三具铡刀复制品 

 

 

安徽合肥包公祠包公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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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包公祠内的“包氏支谱” 

 

 

安徽合肥包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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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孝肃公祠 

 

廉泉 

廉泉位于包公祠东，是花亭里的一口水井。井沿是黑褐色的青石，石壁内侧，是

一道道被井绳勒得极深的纹道。传说廉泉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会因不同

的人产生不同的味道。普通老百姓喝了会解渴；清官喝下去，清冽可口，甘醇香

甜；但是如果贪官喝下去，必定苦湿难咽，像有芒刺封喉，而且当场头痛欲裂，

无药可医。唯一能够减缓病痛的偏方是喝一碗狗尿。 

 

 

安徽合肥包公祠内的“廉泉”，相传奸臣喝此井水必定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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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包公墓 

包拯去世后，灵柩由他的女婿护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乡。后来，金兵入侵，

攻陷合肥，包公墓被破坏，当时的随葬器物也大多被盗。包公后裔将原棺和墓志

迁葬于墓西三十多米处，原墓地被废为耕地。后来，当地官员误将包夫人墓当作

包公墓，修葺一新，并盖有享堂。 

 

1973 年，合肥文物部门清理包公及其家族墓地，从包公墓葬中出土了包公遗骨

及其墓志，同时还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们两个儿子、儿媳及长孙的遗骨。1985

年，开始动工修建包公墓园，历时三年竣工。墓园共有包氏家族的六个墓冢，按

宋制修建。 

 

 

包公墓 

 

开封包府坑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只有一年多，但是包拯死后，开封的老百姓一直非常怀念他，

在开封府旁修建一座包公祠。当时，开封府署内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

过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留下了一

道道深深的指痕。现在，这块石碑仍然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包拯”两字已

模糊难辨。开封包公祠毁于明代末年，当时明军为阻挡李自成进攻，扒开了黄河

大堤，大水把开封府署和包公祠都冲毁了。大水过后，只在包公祠遗址上留下一

个小水潭，被称为“包府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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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开封府包公审案“铡陈世美” 

 

 

河南开封府包公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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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清宫森罗殿 

海清宫位于台湾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远近闻名。传说在清高宗年间，有个村民

梦见一位黑胡子老头预示将有一位天神下凡，要村民某日集合迎接。村民将信将

疑，到了那天，海面飘来一条小船，上立木牌，大书“森罗殿”三字，中书“阎罗天

子”。木牌前的神像，披着红布，红布上写着九个大字：“安徽省包家庄包家祠”，

原来迎来的天神，是包公包青天。村民一见，齐齐跪下，并立即着手建祠，建成

后命名为海清宫森罗殿，供奉包公神像。 

 

澳门包公庙 

澳门包公庙修建于 1889 年夏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传说澳门三巴有一

位老太太，一向崇拜包公，特从佛山迎来一尊包公像回家供奉，凡遇疑难之事，

无不卜问包公，竟然每求必应，每应必灵。此事渐渐传开，到老太太家求包公的

街坊也愈来愈多。1889年春天，澳门流行疫病，死亡人数很多。百姓想起包公是

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于是修建包公庙，祈拜包公，为百姓驱除瘟疫。包公庙里有

一副对联：“政治洞阴阳，识标青史；端严垂神笏，笑比河清。” 

 

河南巩县包公墓园 

河南巩县西村一带，是北宋皇陵所在地。北宋的九个皇帝，有七个葬在这里。帝

陵区共有陪葬陵二十一座，亲王墓十五座，大臣墓七座，包公墓园就在蔡庄陵区

永定陵的对面。永定陵是宋真宗的坟墓，在永定陵的正北面，有两座墓园最为显

眼，一座是寇准的陵寝，另一座是包拯的衣冠冢。包拯的墓前立着一块石碑，碑

上镌刻着七个大字：“宋丞相包孝肃墓”。墓碑前有石狮一对，没有石人石马石翁

仲，虽然显得简陋，但位于皇家陵园，别有一番气象。 

 

 
巩义市包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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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包公祠 

肇庆古称端州，包拯曾任知州。由于他为官清廉，人品端正，离开任所时两袖清

风，当地的老百姓十分怀念他。北宋熙宁年间，即包拯去世后的第六年，肇庆修

建包公祠，引来成千上万人朝拜。四百多年后，由于祠堂年久失修，当地人又集

资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该祠历代都有维修，故一直保存完好，后毁于“文化

大革命”。2000年 3月重建，巍峨壮观，是肇庆的旅游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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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包公的传说 

 

包公的传说，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他清明廉洁、高尚品德的赞扬，二是对

他执法公正、大义灭亲的歌颂，三是对他家教甚严、不容逆子的称许。包拯在朝

为官整整二十五年，无论是当谏官时的冒死直言，还是当开封知府时的先斩后奏，

都表现了包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只有社稷国家和公平正义。包拯晚年曾

立一家训：我的后代子孙，凡是出来当官的，如果贪赃枉法，老了不准回我的老

家；死后，不允许葬在家族的墓地。不听我的教导，就不是我的儿孙！包拯让石

匠把他拟定的这份家训刻在石碑上，永志不忘。 

 

 

包公祠“包公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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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殿阎王 

“阎王”是古印度神话中阴曹地府的主宰，掌管地狱轮回。神话传入中国后，在唐

代被改制，阴间分成十个大殿，每个大殿都由一位刚正廉明、智力过人的阎王掌

管。中国传说中的阎王，都是历代政声卓著的清官，包拯也是其中之一。除了包

拯，范仲淹、寇准、欧阳修等也被列为阎王。不过，在十殿阎王中，包拯的级别

是最高的，凡是别的阎王断不了的案子，都会最终转到包拯这里来。包拯一旦断

案，这桩案子就成为铁案，任何别的阎王都无权推翻。 

 

 

十殿阎王：十殿转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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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殿阎王：第拾殿转轮王 

 

长嫂如母 

“长嫂如母”是一句成语，又说“老嫂辈母”。这一成语，与包拯的传说有关。据说，

包拯年幼丧母，全靠年长的嫂子一手抚养成人，包拯对长嫂非常敬重，如同对待

自己亲娘一样，尊称她为“嫂娘”。包拯任开封府知府时，曾经判过一个案例，嫂

娘的独子包勉贪赃枉法，被他判死刑。事后，他专程赶回去向嫂娘赔情，低声下

气地承受嫂娘的责骂，一句也不反驳，直到嫂娘自己明白真相。 

 

外甥有理打得舅 

传说包拯任庐州知府时，那里有很多亲友。有一位叔伯舅舅周六子，平时游手好

闲，经常对邻居动粗。一次，周六子踩坏别人的庄稼，人家让他赔偿，他不仅不

赔，还动手打人。被打的人将他告到知府包拯那里，周六子以为知府包拯是自己

的外甥，一定会偏帮自己。可是，包拯问清案情后，一点情面也不讲，喝令衙役

当堂打了这个不争气的舅舅二十大板，让他当众出丑。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为当

地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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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学及戏曲中的包公 

 

早在北宋时期，包拯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包公的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包

公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他嫉恶如

仇、执法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更获得无数民众的好感和钦佩，成为

专制社会中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数大清官之一。 

 

包公的故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等，加上各种神怪和奇案

的元素，在民间流传愈来愈广，历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为一个无所不能

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爱。包公，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 

 

 

故宫南薰殿藏包公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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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本和小说中的包公 

 

民间传说中的包公，经说书人较为系统地讲述、说唱，逐渐形成许多有头有尾的

故事，这些故事再经民间艺人整理加工，形成文字，就成为后来传之久远的话本。

现存的《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两种宋人话本，人物塑造比较粗

糙，艺术感染力也略嫌不足。后来，由这些话本发展出来的小说，在情节上有更

曲折的铺陈，人物也更加丰满，如《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里的包公故事，离奇

神秘，富可读性，包公的形象也显得丰满可信，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塑造得较为成

功的清官形象之一。 

 

 

双包案 

 

《合同文字记》 

这是现存的宋人创作两种包公断案话本之一，收录在《清平山堂平话》。话本讲

述的是宋朝庆历年间的事：汴梁（即今之开封）农民刘添祥的妻子王氏，为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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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家产，编造许多荒唐故事，千方百计阻挠侄儿刘世安认祖归宗。包拯在审案时，

破除种种虚假的证词，查明此案的真相，终于使刘添祥的妻子王氏在证据确凿的

情况下理屈词穷，最终，刘世安不仅得以和家人团聚，而且分得了属于他的那份

家产。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这也是现存的宋人包公案话本之一。奉符县押司孙文某日半夜突然狂奔入河，自

尽而死，不久孙妻改嫁，嫁给丈夫同事小押司。之后，使女迎儿三次遇到孙文阴

魂现身，嘱告她为他申冤，并留下谜诗一首。包公出任知县后，解开谜诗，审明

冤情。原来是小押司先前十分落魄，冻昏在雪地里，被孙文救活带回家，并介绍

他也做押司。不料他恩将仇报，与孙文老婆通奸，又设计将孙文害死。包爷初任，

因断了这件公事，名闻天下，至今人说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后世很多包

公故事都是据此而来。 

 

《龙图公案》 

明代公案小说，十卷，作者不详。这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一百个包公断案的故事，

脱胎于明代万历年间另一部以包公为主角的小说集《百家公案》。小说巧借传奇

手法，将包公的历次微服私访、梦兆，乃至阴间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

时代、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断案显示出亦神亦仙的

离奇效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广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刻的

描绘。包公在断案时表现出的超异智慧，甚至得到胡适的赞赏，胡适把他称为“东

方的福尔摩斯”。 

 

明代小说《龙图公案》中的包公审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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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小说《龙图公案》 

 

 

《龙图公案》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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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龙图神断公案》序言 

 

《七侠五义》 

《七侠五义》原名《侠义忠烈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以包公为主角的

长篇公案和侠义小说，作者是清代说书艺人石玉琨。内容敍述包公和另一名清官

颜查散在巡查办案时，得到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七名侠客和锦毛鼠白玉堂等

五位义士的辅助，破解奇情冤案，铲除贪官恶霸。这部小说着力刻画侠客和清官

相辅相成的关系，将过往反抗法律的原始侠客改变为维护法律的卫士，塑造了侠

客正面而崇高的形象，在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地位。 

  



包公 
灿烂的中国文明 

 

30 
 

包公戏 

 

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可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历代

的戏剧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并且成为一类非常独特的戏剧通称——包公

戏。包公戏的流行，从南到北，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曲种类。戏剧中的包公，

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包拯，而是带着某种理想化的色彩，集历代廉吏

形象之大成。 

 

在包公戏里，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

又是一个上通天神、下通鬼魂、具有灵异功能的半神半凡的人。在他身上，凝聚

了专制社会下，老百姓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包公戏情节曲折，

是非分明，同样赢得今天观众的喜爱。 

 

 

包公戏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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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的脸谱和传统戏剧中的所有脸谱不同，它墨黑如漆，在脑门心的位置上用白

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这一脸谱为戏剧中的包拯专用。包公的前额所画，俗称

“月形脑门”，学名“太阴脑门”。包公刚正威严，“日断阳间夜断阴”，白天料理人

间的案子，夜晚则主持阴间的讼事，需要阴阳两界的“通行证”，而这“月形脑门”，

就起到“通行证”的作用。他可以自由进出阴曹地府，擒妖捉怪，只需一声断喝即

可。 

 

   
        黑脸包拯脸谱                       包拯脸谱（上党梆子） 

 

 

包公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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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州粜米》 

《陈州粜米》是元代杂剧，故事讲述陈州连续干旱三年，赤地千里，粒米无收。

朝廷派刘衙内的儿子刘得中和女婿杨金吾，到陈州大开米仓，平价卖给灾民。可

是刘、杨二人把这次赈灾善举当作是发财良机，恶意抬高粮价，城里平民张敝古

为百姓出头，与刘得中论理，竟被刘用紫金锤打死。张敝古的儿子进京向包拯告

状。包拯闻讯震怒，请求朝廷派他去陈州查明案情。在陈州路上，他化妆成农家

老汉，沿途暗访，终于查明了刘、杨二人的劣迹。后来，包拯设计巧妙潜入城中，

抓获了刘、杨二人，当堂开审，杀头示众。 

 

            

《包龙图公案词话——陈州粜米传》     《包龙图公案词话——陈州粜米传》 

            之一                                   之二 

 

 

《包龙图公案词话——陈州粜米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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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阑记》 

元杂剧名作，作者李行道。张海棠是马均卿小妾，有幼子寿郎。马妻与赵令史通

奸，谋杀亲夫，又嫁祸张海棠，并强夺寿郎，声称寿郎是自己所生。张海棠告到

官府，审案者正是奸夫赵令史，结果被判死刑。案件报到开封府，包拯经过审问，

看出破绽，就巧设妙计，让寿郎站在灰土画的圆圈里，要张海棠和马妻从两边往

外拉，谁把孩子拉出圈外，谁就是亲娘。张海棠爱儿心切，不敢用力，寿郎被马

妻不顾一切拉出圈外。正当张海棠伤心之际，包公一拍惊堂木，说不是亲娘才会

如此狠心。张海棠冤情大白，奸夫淫妇受到严惩。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这剧作者为关汉卿。权贵鲁斋郎横行不法，作恶多端，但是受到皇帝直接庇护，

街坊对他恨之入骨，却敢怒而不敢言。银匠李四和孔目张圭有一个美满家庭，可

是鲁斋郎贪涎他们妻子的美色，竟然强行霸占，使李、张两家妻离子散，苦不堪

言。李四和张圭忍无可忍，告到开封包公府。包拯巧设计谋，让鲁斋郎自己钻进

圈套，对罪行供认不讳，包公判罪后在呈报文书上把鲁名改为“鱼齐即”，骗取了

皇帝批准后再添笔加画，终于斩首了结这个大恶霸。 

 

小知识 

关汉卿 

元代最著名的戏曲作家之一，大都（今北京）人。他生于金末，入元之后，拒绝

做元朝的官，以戏剧创作为自己的事业。他一生创作了约六十种杂剧，现存比较

完整的大约有十三种，其中以《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救风尘》等最

为有名。《鲁斋郎》一剧是否为关汉卿所作，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王实甫所

作的名剧《西厢记》，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关汉卿的作品。关汉卿对包公戏的形

成有很大贡献，他的作品使包公故事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这剧的作者是关汉卿。讲述皇亲葛彪横行霸道。一天，他在街上无端撞死王老汉，

竟扬长而去。王老汉三个儿子激怒之下，围住葛彪痛殴，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

官府，按律须偿命。包拯在审问时，查明是葛彪行凶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殴于后，

又看到三兄弟争相自认杀手，而王母更请求包公宽恕王老汉前妻两个儿子，由她

亲生儿子抵罪。包公十分感动，想起他在梦境里曾经救活了一只落入蛛网的小蝴

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杀了偷马贼赵顽驴代王三儿偿命，又嘉奖王母，令全家

团圆。 

 

《铡美案》 

京戏裘盛戎（裘派）名剧。书生陈世美家境清苦，但勤勉好学，立志上进。他离

家苦读，又上京赶考，家里老弱父母和一双儿女，都由贤妻秦香莲一手照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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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出众，终于考上状元。皇帝要将公主许配他，在权色利诱下，他隐瞒了家有

妻室的实情，当上驸马爷。在此期间，陈世美父母双双病故，秦香莲带着两个孩

子千里奔波，到京城来寻丈夫。陈世美不但不见，而且派人刺杀母子三人。秦香

莲的惨况，感动了杀手，因而保存性命。秦香莲忍无可忍，告到开封府包公前，

包拯不畏权贵，大义凛然，把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判刑斩首。 

 

小知识 

裘盛戎 

裘盛戎（1915-1971年），京剧名净裘桂仙之子。幼年在富连成科班学艺。他大胆

吸收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等京戏名家的各派之长，融汇贯通，将生角甚至旦

角中的唱腔糅为一体，并结合个人特点，形成一种韵味醇厚、节奏鲜明、善于表

达感情的唱腔，在京剧流派中独创一家，被称为“裘派”。裘盛戎饰演的包公，扮

相端庄威严，唱腔浑厚明亮，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流露包拯大义凛然、公正无私

的浩然之气，尤其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波状喉音，更有振聋发聩、摇山撼岳的效果，

被称为京剧舞台上的“活包公”。 

 

 

裘盛戎在铡美案中饰包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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铡美案中裘盛戎饰包拯 

 

 

裘盛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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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香莲》和小白玉霜 

评剧《秦香莲》是烩炙人口的名剧，剧情和京剧《铡美案》大同小异，不过戏份

重点放在女主角秦香莲身上。剧中的秦香莲，由评剧“白派”传人小白玉霜扮演。 

小白玉霜（1922-1966年），原名李再霞，自小就研习评剧，深得“白派”创始人白

玉霜的喜爱，把她收为义女。小白玉霜扮相俊俏，唱腔圆润温柔，最擅演绎悲情

女子的坎坷人生。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小白玉霜被诬为“反动学术

权威”和“修正主义接班人”，受尽凌辱。她为了表明自己做人的清白而自杀身亡。

那一年，仅 45岁。 

 

《铡包勉》 

京剧著名剧目。包拯的亲侄包勉，在担任地方官以后，贪赃枉法，终于败露。案

卷几经辗转，到了开封府包拯手上。包拯阅卷后，怒不可遏，但是又十分为难。

包拯自小丧父（此为剧本虚构），由包勉的母亲（即包拯的嫂子）一手抚养成人，

所以他向来不叫“嫂子”而尊呼“嫂娘”，嫂娘对他恩重如山，包勉是嫂娘唯一的儿

子。在公私两难之中，他终于选择了大义灭亲，决然下令斩了包勉，然后再回到

赤桑镇向嫂娘赔情。另一出京剧《赤桑镇》，也是讲述这段故事。 

 

影视中的包公 

包公的形象历千年而不衰，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从深层次上说明中国老

百姓根深蒂固的“皇权”观念与“清官”情意结。电影、电视等现代视觉媒体的出现，

让包公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影视包公戏的成功，又令市场化的电影电视更大

量地生产有关包公故事的系列剧目，使包公戏一度充斥影视屏幕，多次形成社会

上的“包公热”。其中最著名的是台湾拍摄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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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中的包公 

 

《题包公遗像》宋朝无名氏作 

龙图包公，生平若何？ 

肺肝冰雪，胸次山河。 

报国尽忠，临政无阿。 

杲杲清名，万古不磨。 

 

白话解说：龙图包拯，他是怎么样的一生呢？他光明磊落，冰清玉洁，心里只有

国家和社稷。报效国家，尽了自己的忠心，做官时从来没有向任何邪恶势力屈服。

光耀的清官名声，与世共存，永远也不会消失。 

 

《赞颂题名碑》元朝王恽作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白话解说：拂去残缺题名碑上的灰尘，感受包拯的道德风范。千古不朽的包拯、

范仲淹受到纪念，留下许多题咏。受惊的小鸟在庭院里的柏树周围绕来绕去，可

是一想起包拯的威严，也不敢在树上停留了。 

 

《廉泉》明朝张好宁作 

香花墩上有奇泉，饮罢头痛始觉贪。 

争得长江大河水，悉于廉泉得其源！ 

 

白话解说：包河的香花墩上有一口神奇的水井，贪官饮了此处的泉水立即感觉头

痛欲裂。假如长江黄河都从廉泉里获取水源该多好，那么，天下的贪官可就一个

也活不成了。 

 

《包龙图》清朝荀虹作 

黑面阎王存严威，轻取虎须藐权贵。 

惊堂一木开封动，阴司至今浑浑雷。 

 

白话解说：黑脸包拯因胸襟坦白而显得无比威严，他敢于向皇帝直言，更藐视那

些皇亲国戚和有权有势的人。当年包拯在开封府断案，惊堂木往桌上一拍，坏人

无不吓破胆，至今还能在阴曹地府听到那如雷一样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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