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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包公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他為官廉潔，言行一致，不畏權貴，剛正不阿，

千百年來深受百姓崇拜和愛戴。包公名包拯（公元 999-1062 年），出生在今安徽

肥東縣一個鄉村的農家。父親是農民，對他要求嚴格，寄予厚望。包拯 5 歲開始

識字，13 歲讀完四書五經。他對儒家治國的思想和歷代清官賢臣的事跡十分感

興趣，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清官。包拯 28 歲考中進士，按當時制度可以出來做

官，但他是個孝子，一直生活在父母身邊，直到 36 歲才出來做官。 

 

包拯先當知縣，上任即斷了一個奇案，聲名遠播，兩年後升任知州，因清明廉潔，

很快被調入朝廷任朝官。包拯在朝廷任諫官。他一上任，即精心選定唐代著名諫

官魏徵的三篇奏議，用蠅頭小楷抄寫一遍，呈給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夠從中吸取

經驗教訓。他還對許多朝政發表意見，使皇帝在做出重大決策時避免失誤。包拯

對自己立下的十二字座右銘是：「披肝瀝膽，冒犯威嚴，不知忌諱，不避怨仇。」

在諫官任上，包拯直言敢諫。對皇帝做出的決定，他認為不妥的便大膽諍諫。如

皇祐二年，大澇之後天放晴，宋仁宗認為是吉兆，除了舉行盛大的祭祀天地活動

外，還下詔大赦天下罪犯，並給所有文武官員晉升一級。包拯對此提出異議：罪

犯服刑是因為他們有罪，不可因洪水退去而減輕；官員升遷應根據他們的政績決

定，否則以後誰會勤勉為朝廷出力！ 

 

在朝為官，包拯對多位朝廷命官諫議，直至皇帝罷除他們的職務。包拯當時在

民間已有很大聲譽，皇帝也認為他是忠於自己的官員，所以儘管一再被冒犯，

仍重用他。1057 年，包拯被派任北宋都城開封府任知府。開封府知府是一個很

重要的職位，但京官難當。北宋政權存在一百多年，出任開封府知府的竟達一

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任在位的時間只有半年多。包拯在任期間秉公理政、鐵面

無私，得罪了不少皇親國戚。但他行得正、做得正，誰拿他也沒有辦法。他在

開封府判定的許多案子後來都被編成戲劇流傳。在中國戲劇史上，沒有一個官

吏能夠像他那樣，可以頻繁地出現在歷代戲劇舞台上，並且成為一類獨特的戲

劇——包公戲。 

 

中國的封建時代是人治社會，百姓只能寄託於清官主持公道，為民辦事。清官戲

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需求。在戲劇舞台上，包拯被神化了，他不僅鐵面無私、

心智過人，而且上通天神、下通鬼魂，是具有靈異功能、半神半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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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包拯的成長與入仕 

 

史書記載，包拯「生於草茅，早從宦學」，意思是說他生於鄉村農家，但很早就

開始研讀如何做官的經書。包拯出身寒微，28 歲考上進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

中進士就可以當官，但包拯是個孝子，他信守聖人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的教

誨，直到 36 歲才正式出山，當了知縣這樣的小官。在知縣任上，他斷了一宗奇

案，聲名遠播。38 歲升任知州，清明廉潔，受到上司重視和世人稱讚，之後，便

開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包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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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時，包拯以聰明、智慧聞名鄉里。四鄉的農人一遇到為難的事情，都會來

向包拯請教。有時發生爭執，也會請包拯來判斷是非曲直。有一次，兩個親兄弟

為爭奪祖上留下的一棵柳樹僵持不下，他們一路撕扯着來到包拯家。包拯問明來

龍去脈後，笑着說，這事很好解決，你們回去把樹砍了，為去世的父母製作一張

專供祭祀用的香案，這樣，既盡了孝，又不用再為一棵樹到底歸誰而爭吵不休，

豈不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兄弟倆一聽，明白了包拯批評他們的言外之意，不

好意思再爭吵了，從此和好如初。 

 

包拯的父母是農民，以耕作為生，對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們能夠出人頭地。

包拯 5 歲開始識字，13 歲讀完四書五經。農忙時，他幫助父母下田做農活，農閒

時，就寄居在城南的一座古廟，埋頭鑽研學問。他對儒家治國安邦的思想和歷代

清官賢臣的事跡最有興趣，常常一卷在手，廢寢忘食，三更燈火五更雞，從來不

知疲倦。十年寒窗苦讀，到 28 歲去考進士時，他已經是一個滿腹經綸、飽讀詩

書的學者。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 年），包拯 28 歲考中進士。朝廷任命他為「大理評事」，

大致相當於現在的法院陪審員，級別很低。接着，又任命他為建昌（今江西永修）

知縣。由於父母年事已高，不願意隨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棄官職，留

在家裏，侍候父母。後來，朝廷又委派他到家鄉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

負責管理稅收錢糧，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為實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

父母，只堅持了幾個月就打道回府了。 

 

父母相繼去世之後，包拯才離開鄉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職。他住在小客

棧裏，夜晚守燈苦讀，寫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

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

者羞。」大意是說，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應該做房屋的棟樑，精煉

的鋼料決不應去做鐵，我應該做一個無愧史書教誨的清官。景祐三年（1036 年），

包拯被任命為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在那裏，他公正地斷了好多積案，博得

了清官的好名聲。 

 

巧判牛舌案是包拯任天長知縣時的一例判案：一天，一個農民忽然發現他家養的

一條牛嘴裏流血，掰開牛嘴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牛舌頭被割了。他又氣又恨，

一路罵罵咧咧地告到縣衙來。包拯看了農民的狀詞，立即斷定此事必是仇人幹的。

他對告狀的農民說，你回家後，把牛宰了，拿到集上去賣肉。農民說，私宰耕牛

犯法，小人不敢。包拯說，你別怕，儘管大膽地去賣。第二日天剛亮，就有人闖

到縣衙公堂上告狀，說是有人私宰了耕牛。包拯一聽，怒喝道：「你偷割了人家

的牛舌頭，還來惡人先告狀！拿下！」一審，此人果然是那農民的仇人，嚇得要

命，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作案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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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廣東高要）知州。端州出產一種名硯，是朝廷欽定的貢

品，和湖筆、徽墨、宣紙一道，並稱「文房四寶」中的絕品。以往在端州任職的

知州，總要在上貢朝廷的端硯數目之外，再多加幾倍，作為賄賂京官的本錢。包

拯上任之後，一改陋習，決不多收一塊。離任時，就連他平時在公堂上用過的端

硯，也造冊上交了。後來，包拯升任，離開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峽口遇到一陣奇

怪的大風雨，他親自下艙檢查，發現船艙裏私藏了一塊端硯，這是當地百姓悄悄

送給他的。包拯一言不發，將那塊名貴的端硯丟入江心。民間傳說，那裏有一個

名叫「墨硯沙」的沙洲，就是當年包公擲端硯的遺跡。 

 

 

包拯知州端州遊七星巖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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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為師 

 

皇祐二年（1050 年），包拯升任天章閣待制，擔任了諫官的職務。一上任，他就

以唐代著名諫官魏徵為師，精心選定魏徵的三篇奏議，用蠅頭小楷抄寫了一遍，

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包拯在做諫官時，對朝政發表許

多意見，讓皇帝在許多重大的決策中避免了嚴重的失誤。包拯對於自己的這一段

經歷曾做過十六字的總結：「披肝瀝膽，冒犯威嚴，不知忌諱，不避怨仇。」 

 

 

包公祠內的包公座像 

 

反對「覃恩」 

皇祐二年九月，大澇之後天氣放晴，仁宗皇帝認定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舉行祭

祀天地的盛大慶祝外，還下詔大赦天下罪犯，給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晉陞一級。這

就是所謂「覃恩」。包拯對此提出異議，對仁宗說，罪犯服刑，那是對他們以往

犯下的罪行所給予的懲罰，怎麼可以因為洪水退去而減輕對他們的懲罰呢？至於

官員晉陞，更是要考核他們的政績。假如這樣馬馬虎虎地隨便陞遷，對那些確有

政績的官員不是太不公平了嗎？這樣的話，以後誰還會勤勉地為朝廷出力呢？ 

 

三彈張堯佐 

張堯佐是宋仁宗寵妃張美人的伯父，沒有甚麼才幹，卻憑借張美人的關係，官運

亨通。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

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



包公 

燦爛的中國文明 
 

8 
 

但是，仁宗不但不理會他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非常痛心，

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張堯

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

面辯論起來，終於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 

 

參倒張方平 

「三司使」張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假公濟私。有一次，東京城一個名叫劉

保衡的商人，開了一間酒坊，經營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麥，折合現錢一百多萬貫，

他一時拿不出，張方平下令劉保衡變賣家產抵償欠債，同時，又趁人之危，用極

低的價格買下了劉保衡的家產。包拯獲悉之後，大為震怒，認為張方平作為朝廷

命官，卻利用職權，巧取豪奪，罪不容恕，於是上書皇帝，參了張方平一本。張

方平因此被罷了官。 

 

抨擊宋祁 

宋祁是名詩人，但是文人無行。他在四川當官時，生活奢糜。每頓飯，必須不少

於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葷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葷半素的菜。他還養

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別為他搖扇、捶背、敲腳。在他下榻的床邊，每夜都有一名

丫環通宵守候，照顧他的隨時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

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計地將她納為小妾。他道德敗壞，醜聞很多，卻屢屢受

到朝廷重用。包拯對此非常不滿，多次向皇帝上書，對宋祁的醜行大加抨擊，終

於罷了宋祁的官。 

 

嚴懲張可久 

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利用職權，販賣私鹽一萬多斤，在宋代是一項很嚴重的罪行。

案情揭發後，張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審理。按法例，販賣私鹽的罪行輕重，是依照

查獲私鹽的數量來定刑的。數量愈多定罪愈重。張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販賣私鹽，

數量雖多，但是轉手迅速，從來不留倉儲，被查獲的數量並不多。大理寺在判刑

時，也無計可施。包拯主張不能過分拘泥成法，要嚴判張可久。他說，張可久身

為轉運使，竟然目無法紀，公然販賣私鹽，這種罪行不能等同於一般老百姓，必

須重判。在他的建議下，張可久受到嚴厲懲罰，被流放到邊遠的荒蠻之地。 

 

力參任弁 

任弁在擔任汾州知州時，利用職權，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為他做私家工

作。有的為他織造駝毛緞匹；有的為他做各種私人雜務。他的罪行被揭發時，佔

用的工役達二萬三千六百多個，折合細絹一千六百餘匹。根據宋朝的法律，這是

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行，不僅要做出賠償，罰銅十斤，還要充軍到三千里外的邊疆

去。宋仁宗體恤任弁對朝廷有功，御筆一揮，免去了他發配充軍三千里外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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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上書據理力爭，他說，作為知州這樣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隨便減輕對他

的懲罰。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 

 

七斗王逵 

王逵是出名的繪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

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

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並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

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裡，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可

是他受到朝廷寵信，官運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

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陳利害，甚至無意之間

把唾沫噴到了皇帝的臉上。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王逵終於被罷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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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如山 

 

嘉祐二年（1057 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開封的知府。開封知府是

一個極為重要的職務，以往一般都是由親王、大臣兼任。歷來京官難當，一是皇

權可以隨便干預地方事務，二是皇親國戚都聚集在這裏，仗勢欺人，無理可講。 

 

在北宋政權存在的一百多年間，出任開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個知

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開封知府的任期內，秉公理政，鐵面無私，雖然得

罪了不少皇親國戚，但是因為他行得正、做得直，誰也拿他沒有辦法。 

 

重懲賄賂 

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了一個包公任開封知府時的判案故事：有個犯人過堂時，

應受杖脊（用木棍打屁股）。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錢買通了一個府吏。那個府

吏說：「我是在知府面前記錄供詞的。你見到知府時，只管大聲喊叫。」到了那

天，犯人被帶到包拯面前，果然大聲喊冤起來。那個受了賄賂的府吏說：「這個

犯人不知好歹，受過杖脊就可以出去了，還大叫大喊甚麼？」包拯看了一眼，立

刻看出了破綻。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審之下，府吏供出真相。

包公判他代替那個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罰。 

 

 

包拯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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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集》 

 

《包拯集》又名《包孝肅公奏議》，收入《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第 427

冊，是研究包公和宋代歷史的重要文獻，九百多年來，歷朝都有翻刻本出版行世，

深受後世研究者重視。不過，《包拯集》並不是包公生前親自編撰，而是在包拯

死後，後人為紀念他，搜集整理加以印行。這本論文集幾乎囊括包拯一生中所有

的奏摺、陳表和各種各樣的建議、意見，全面系統地呈現了包拯的政治主張和他

的閱世態度，尤其他關於反對增加農民負擔和精兵簡政的建議，即使在今天看來

仍然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及現實意義。 

 

 

《包拯集》現代版，安徽古籍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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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包公之死 

 

 一九八零年代，合肥政府決定在包河的南岸修建包拯墓園。包拯的遺骨是與家

族中很多人一起合葬，因此在遷葬時必須先做鑒定。在鑒定過程中，無意中發現

包拯的遺骨中的砷元素含量特別高，在當地引起了一場關於包拯死因的爭論。 

 

包拯在 63 歲去世，死前身體健康。史料上說，他是突然死於一場暴病。如果包

拯遺骨中含有過量的砷元素，那麼，很可能是被仇敵所毒殺。包公是不是被毒死？

是誰下毒？為甚麼要毒死他？包公之死，成為一個千古之謎。 

 

 

合肥包公園墓室 

 

包拯是中國老百姓心中的神。從南到北，在全國許多地方都設有紀念包公的祠廟，

到處都有人跪拜他。歷代文人還寫了不少頌揚包拯的詩詞，用詩歌來歌頌他的剛

正不阿和清正廉明，表達對他的景仰之情。在一千多年來，包公在老百姓心目中

都具有崇高的清官形象。政治清明時，人們固然懷念他；世道衰敗時，老百姓更

加懷念他。自宋朝到今天，雖然世事變幻不定，然而，人們對於包公的懷念卻是

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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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肥東縣包公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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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的印記 

 

合肥包河 

傳說包拯為宋仁宗找到親生母李太后後，仁宗執意要把半個廬州賜給包拯，以示

答謝，包拯始終不接受，可是皇命難違，包拯最後只好答應接受廬州城南的一段

護城河，這便是「包河」的來歷。包拯當時對子孫說：「河，不好分，不好賣，

只准種藕養魚，絕不允許派別的用處。」包公的後人遵守他的遺訓，只在包河裏

種藕養魚，年復一年，包河內終年魚藕滿塘。包河裏的藕，脆嫩無絲（私）；包

河裏的鯽魚，背呈黑色（鐵），象徵包拯一生的「鐵面無私」。 

 

 

安徽合肥包河 

 

合肥包公祠 

包河有一個沙洲，名「香花墩」，傳說是包拯少年時讀書的地方。墩上的建築群

即是「包公祠」。明弘治年間，知府宋鑒在墩上建包公書院，讓包公後裔在此處

讀書。到嘉靖時，書院得以重修，改名「包孝肅公祠」。包公祠的迎面正廳是包

公享堂，堂中的包拯端坐塑像，造型生動逼真，雙目炯炯，懾人魂魄。塑像旁是

一副對聯：「一水繞荒祠，此地真無關節到；停車肅遺像，幾人得並姓名尊。」

在包公像前，陳列着包公生前處決犯人的三具鍘刀的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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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像前的三具鍘刀複製品 

 

 

安徽合肥包公祠包公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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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包公祠內的「包氏支譜」 

 

 

安徽合肥包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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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孝肅公祠 

 

廉泉 

廉泉位於包公祠東，是花亭裏的一口水井。井沿是黑褐色的青石，石壁內側，是

一道道被井繩勒得極深的紋道。傳說廉泉有一種特別神奇的地方，就是會因不同

的人產生不同的味道。普通老百姓喝了會解渴；清官喝下去，清冽可口，甘醇香

甜；但是如果貪官喝下去，必定苦濕難嚥，像有芒刺封喉，而且當場頭痛欲裂，

無藥可醫。唯一能夠減緩病痛的偏方是喝一碗狗尿。 

 

 

安徽合肥包公祠內的「廉泉」，相傳奸臣喝此井水必定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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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包公墓 

包拯去世後，靈柩由他的女婿護送老家合肥，墓地在公城鄉。後來，金兵入侵，

攻陷合肥，包公墓被破壞，當時的隨葬器物也大多被盜。包公後裔將原棺和墓誌

遷葬於墓西三十多米處，原墓地被廢為耕地。後來，當地官員誤將包夫人墓當作

包公墓，修葺一新，並蓋有享堂。 

 

1973 年，合肥文物部門清理包公及其家族墓地，從包公墓葬中出土了包公遺骨

及其墓誌，同時還出土了包夫人董氏及他們兩個兒子、兒媳及長孫的遺骨。1985

年，開始動工修建包公墓園，歷時三年竣工。墓園共有包氏家族的六個墓塚，按

宋制修建。 

 

 

包公墓 

 

開封包府坑 

包拯出任開封知府只有一年多，但是包拯死後，開封的老百姓一直非常懷念他，

在開封府旁修建一座包公祠。當時，開封府署內有一塊題名碑，凡是在開封府任

過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兩個字被後人撫摸最多，以致留下了

一道道深深的指痕。現在，這塊石碑仍然保存在開封歷史博物館裏，「包拯」兩

字已模糊難辨。開封包公祠毀於明代末年，當時明軍為阻擋李自成進攻，扒開了

黃河大堤，大水把開封府署和包公祠都沖毀了。大水過後，只在包公祠遺址上留

下一個小水潭，被稱為「包府坑」。 

 



包公 

燦爛的中國文明 
 

19 
 

 

河南開封府包公審案「鍘陳世美」 

 

 

河南開封府包公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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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清宮森羅殿 

海清宮位於台灣雲林縣四湖鄉三條侖，遠近聞名。傳說在清高宗年間，有個村民

夢見一位黑鬍子老頭預示將有一位天神下凡，要村民某日集合迎接。村民將信將

疑，到了那天，海面飄來一條小船，上立木牌，大書「森羅殿」三字，中書「閻

羅天子」。木牌前的神像，披着紅布，紅布上寫着九個大字：「安徽省包家莊包家

祠」，原來迎來的天神，是包公包青天。村民一見，齊齊跪下，並立即着手建祠，

建成後命名為海清宮森羅殿，供奉包公神像。 

 

澳門包公廟 

澳門包公廟修建於 1889 年夏天，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傳說澳門三巴有一

位老太太，一向崇拜包公，特從佛山迎來一尊包公像回家供奉，凡遇疑難之事，

無不卜問包公，竟然每求必應，每應必靈。此事漸漸傳開，到老太太家求包公的

街坊也愈來愈多。1889 年春天，澳門流行疫病，死亡人數很多。百姓想起包公是

個無所不能的神仙，於是修建包公廟，祈拜包公，為百姓驅除瘟疫。包公廟裏有

一副對聯：「政治洞陰陽，識標青史；端嚴垂神笏，笑比河清。」 

 

河南鞏縣包公墓園 

河南鞏縣西村一帶，是北宋皇陵所在地。北宋的九個皇帝，有七個葬在這裏。帝

陵區共有陪葬陵二十一座，親王墓十五座，大臣墓七座，包公墓園就在蔡莊陵區

永定陵的對面。永定陵是宋真宗的墳墓，在永定陵的正北面，有兩座墓園最為顯

眼，一座是寇準的陵寢，另一座是包拯的衣冠塚。包拯的墓前立着一塊石碑，碑

上鐫刻着七個大字：「宋丞相包孝肅墓」。墓碑前有石獅一對，沒有石人石馬石翁

仲，雖然顯得簡陋，但位於皇家陵園，別有一番氣象。 

 

 
鞏義市包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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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肇慶包公祠 

肇慶古稱端州，包拯曾任知州。由於他為官清廉，人品端正，離開任所時兩袖清

風，當地的老百姓十分懷念他。北宋熙寧年間，即包拯去世後的第六年，肇慶修

建包公祠，引來成千上萬人朝拜。四百多年後，由於祠堂年久失修，當地人又集

資在城西重建一座包公祠，該祠歷代都有維修，故一直保存完好，後毀於「文化

大革命」。2000 年 3 月重建，巍峨壯觀，是肇慶的旅遊熱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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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包公的傳說 

 

包公的傳說，大約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對他清明廉潔、高尚品德的讚揚，二是對

他執法公正、大義滅親的歌頌，三是對他家教甚嚴、不容逆子的稱許。包拯在朝

為官整整二十五年，無論是當諫官時的冒死直言，還是當開封知府時的先斬後奏，

都表現了包拯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只有社稷國家和公平正義。包拯晚年曾

立一家訓：我的後代子孫，凡是出來當官的，如果貪贓枉法，老了不准回我的老

家；死後，不允許葬在家族的墓地。不聽我的教導，就不是我的兒孫！包拯讓石

匠把他擬定的這份家訓刻在石碑上，永誌不忘。 

 

 

包公祠「包公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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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殿閻王 

「閻王」是古印度神話中陰曹地府的主宰，掌管地獄輪迴。神話傳入中國後，在

唐代被改制，陰間分成十個大殿，每個大殿都由一位剛正廉明、智力過人的閻王

掌管。中國傳說中的閻王，都是歷代政聲卓著的清官，包拯也是其中之一。除了

包拯，范仲淹、寇准、歐陽修等也被列為閻王。不過，在十殿閻王中，包拯的級

別是最高的，凡是別的閻王斷不了的案子，都會最終轉到包拯這裏來。包拯一旦

斷案，這樁案子就成為鐵案，任何別的閻王都無權推翻。 

 

 

十殿閻王：十殿轉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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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殿閻王：第拾殿轉輪王 

 

長嫂如母 

「長嫂如母」是一句成語，又說「老嫂輩母」。這一成語，與包拯的傳說有關。

據說，包拯年幼喪母，全靠年長的嫂子一手撫養成人，包拯對長嫂非常敬重，如

同對待自己親娘一樣，尊稱她為「嫂娘」。包拯任開封府知府時，曾經判過一個

案例，嫂娘的獨子包勉貪贓枉法，被他判死刑。事後，他專程趕回去向嫂娘賠情，

低聲下氣地承受嫂娘的責罵，一句也不反駁，直到嫂娘自己明白真相。 

 

外甥有理打得舅 

傳說包拯任廬州知府時，那裏有很多親友。有一位叔伯舅舅周六子，平時游手好

閒，經常對鄰居動粗。一次，周六子踩壞別人的莊稼，人家讓他賠償，他不僅不

賠，還動手打人。被打的人將他告到知府包拯那裏，周六子以為知府包拯是自己

的外甥，一定會偏幫自己。可是，包拯問清案情後，一點情面也不講，喝令衙役

當堂打了這個不爭氣的舅舅二十大板，讓他當眾出醜。這個故事，後來就成為當

地的一句俗語，意思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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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學及戲曲中的包公 

 

早在北宋時期，包拯已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臣，包公的故事開始在民間流傳。包

公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權貴、剛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別是他嫉惡如

仇、執法無私、為民請命的精神，千百年來更獲得無數民眾的好感和欽佩，成為

專制社會中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數大清官之一。 

 

包公的故事，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如話本、小說、戲曲等，加上各種神怪和奇案

的元素，在民間流傳愈來愈廣，歷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為一個無所不能

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愛。包公，永遠活在老百姓的心中。 

 

 

故宮南薰殿藏包公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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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本和小說中的包公 

 

民間傳說中的包公，經說書人較為系統地講述、說唱，逐漸形成許多有頭有尾的

故事，這些故事再經民間藝人整理加工，形成文字，就成為後來傳之久遠的話本。

現存的《合同文字記》和《三現身包龍圖斷案》兩種宋人話本，人物塑造比較粗

糙，藝術感染力也略嫌不足。後來，由這些話本發展出來的小說，在情節上有更

曲折的鋪陳，人物也更加豐滿，如《七俠五義》等俠義小說裏的包公故事，離奇

神秘，富可讀性，包公的形象也顯得豐滿可信，是中國古典文學中塑造得較為成

功的清官形象之一。 

 

 

雙包案 

 

《合同文字記》 

這是現存的宋人創作兩種包公斷案話本之一，收錄在《清平山堂平話》。話本講

述的是宋朝慶曆年間的事：汴梁（即今之開封）農民劉添祥的妻子王氏，為了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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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家產，編造許多荒唐故事，千方百計阻撓侄兒劉世安認祖歸宗。包拯在審案時，

破除種種虛假的證詞，查明此案的真相，終於使劉添祥的妻子王氏在證據確鑿的

情況下理屈詞窮，最終，劉世安不僅得以和家人團聚，而且分得了屬於他的那份

家產。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這也是現存的宋人包公案話本之一。奉符縣押司孫文某日半夜突然狂奔入河，自

盡而死，不久孫妻改嫁，嫁給丈夫同事小押司。之後，使女迎兒三次遇到孫文陰

魂現身，囑告她為他申冤，並留下謎詩一首。包公出任知縣後，解開謎詩，審明

冤情。原來是小押司先前十分落魄，凍昏在雪地裏，被孫文救活帶回家，並介紹

他也做押司。不料他恩將仇報，與孫文老婆通姦，又設計將孫文害死。包爺初任，

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日間斷人，夜間斷鬼，後世很多包

公故事都是據此而來。 

 

《龍圖公案》 

明代公案小說，十卷，作者不詳。這部短篇小說集，包括一百個包公斷案的故事，

脫胎於明代萬曆年間另一部以包公為主角的小說集《百家公案》。小說巧借傳奇

手法，將包公的歷次微服私訪、夢兆，乃至陰間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

時代、不同地點發生的種種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斷案顯示出亦神亦仙的

離奇效果。這些故事情節曲折，內容廣泛，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了生動而深刻的

描繪。包公在斷案時表現出的超異智慧，甚至得到胡適的讚賞，胡適把他稱為「東

方的福爾摩斯」。 

 

明代小說《龍圖公案》中的包公審案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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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小說《龍圖公案》 

 

 

《龍圖公案》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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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龍圖神斷公案》序言 

 

《七俠五義》 

《七俠五義》原名《俠義忠烈傳》，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著名的以包公為主角的

長篇公案和俠義小說，作者是清代說書藝人石玉琨。內容敍述包公和另一名清官

顏查散在巡查辦案時，得到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等七名俠客和錦毛鼠白玉堂等

五位義士的輔助，破解奇情冤案，剷除貪官惡霸。這部小說着力刻畫俠客和清官

相輔相成的關係，將過往反抗法律的原始俠客改變為維護法律的衞士，塑造了俠

客正面而崇高的形象，在武俠小說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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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戲 

 

在中國戲曲史上，沒有一位官吏能夠像包拯那樣，可以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歷代

的戲劇舞台上，至今久演不衰，並且成為一類非常獨特的戲劇通稱——包公

戲。包公戲的流行，從南到北，幾乎涉及到所有的戲曲種類。戲劇中的包公，

並不等同於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包拯，而是帶着某種理想化的色彩，集歷代廉吏

形象之大成。 

 

在包公戲裏，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鐵面無私、心智過人、執法如山的清官，

又是一個上通天神、下通鬼魂、具有靈異功能的半神半凡的人。在他身上，凝聚

了專制社會下，老百姓對於清官的企盼和對社會公正的嚮往。包公戲情節曲折，

是非分明，同樣贏得今天觀眾的喜愛。 

 

 

包公戲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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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的臉譜和傳統戲劇中的所有臉譜不同，它墨黑如漆，在腦門心的位置上用白

色油彩勾畫出一彎新月。這一臉譜為戲劇中的包拯專用。包公的前額所畫，俗稱

「月形腦門」，學名「太陰腦門」。包公剛正威嚴，「日斷陽間夜斷陰」，白天料理

人間的案子，夜晚則主持陰間的訟事，需要陰陽兩界的「通行證」，而這「月形

腦門」，就起到「通行證」的作用。他可以自由進出陰曹地府，擒妖捉怪，只需

一聲斷喝即可。 

 

   
          黑臉包拯臉譜                   包拯臉譜（上黨梆子） 

 

 

包公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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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州糶米》 

《陳州糶米》是元代雜劇，故事講述陳州連續乾旱三年，赤地千里，粒米無收。

朝廷派劉衙內的兒子劉得中和女婿楊金吾，到陳州大開米倉，平價賣給災民。可

是劉、楊二人把這次賑災善舉當作是發財良機，惡意抬高糧價，城裏平民張敝古

為百姓出頭，與劉得中論理，竟被劉用紫金錘打死。張敝古的兒子進京向包拯告

狀。包拯聞訊震怒，請求朝廷派他去陳州查明案情。在陳州路上，他化妝成農家

老漢，沿途暗訪，終於查明了劉、楊二人的劣跡。後來，包拯設計巧妙潛入城中，

抓獲了劉、楊二人，當堂開審，殺頭示眾。 

 

            

《包龍圖公案詞話——陳州糶米傳》     《包龍圖公案詞話——陳州糶米傳》 

            之一                                   之二 

 

 

《包龍圖公案詞話——陳州糶米傳》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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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闌記》 

元雜劇名作，作者李行道。張海棠是馬均卿小妾，有幼子壽郎。馬妻與趙令史通

姦，謀殺親夫，又嫁禍張海棠，並強奪壽郎，聲稱壽郎是自己所生。張海棠告到

官府，審案者正是姦夫趙令史，結果被判死刑。案件報到開封府，包拯經過審問，

看出破綻，就巧設妙計，讓壽郎站在灰土畫的圓圈裏，要張海棠和馬妻從兩邊往

外拉，誰把孩子拉出圈外，誰就是親娘。張海棠愛兒心切，不敢用力，壽郎被馬

妻不顧一切拉出圈外。正當張海棠傷心之際，包公一拍驚堂木，說不是親娘才會

如此狠心。張海棠冤情大白，姦夫淫婦受到嚴懲。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這劇作者為關漢卿。權貴魯齋郎橫行不法，作惡多端，但是受到皇帝直接庇護，

街坊對他恨之入骨，卻敢怒而不敢言。銀匠李四和孔目張圭有一個美滿家庭，可

是魯齋郎貪涎他們妻子的美色，竟然強行霸佔，使李、張兩家妻離子散，苦不堪

言。李四和張圭忍無可忍，告到開封包公府。包拯巧設計謀，讓魯齋郎自己鑽進

圈套，對罪行供認不諱，包公判罪後在呈報文書上把魯名改為「魚齊即」，騙取

了皇帝批准後再添筆加畫，終於斬首了結這個大惡霸。 

 

小知識 

關漢卿 

元代最著名的戲曲作家之一，大都（今北京）人。他生於金末，入元之後，拒絕

做元朝的官，以戲劇創作為自己的事業。他一生創作了約六十種雜劇，現存比較

完整的大約有十三種，其中以《竇娥冤》、《蝴蝶夢》、《望江亭》、《救風塵》等最

為有名。《魯齋郎》一劇是否為關漢卿所作，在學術界一直有爭議，而王實甫所

作的名劇《西廂記》，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是關漢卿的作品。關漢卿對包公戲的形

成有很大貢獻，他的作品使包公故事得到了更廣泛的流傳。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這劇的作者是關漢卿。講述皇親葛彪橫行霸道。一天，他在街上無端撞死王老漢，

竟揚長而去。王老漢三個兒子激怒之下，圍住葛彪痛毆，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

官府，按律須償命。包拯在審問時，查明是葛彪行凶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毆於後，

又看到三兄弟爭相自認殺手，而王母更請求包公寬恕王老漢前妻兩個兒子，由她

親生兒子抵罪。包公十分感動，想起他在夢境裏曾經救活了一隻落入蛛網的小蝴

蝶，動了惻隱之心，於是殺了偷馬賊趙頑驢代王三兒償命，又嘉獎王母，令全家

團圓。 

 

《鍘美案》 

京戲裘盛戎（裘派）名劇。書生陳世美家境清苦，但勤勉好學，立志上進。他離

家苦讀，又上京趕考，家裏老弱父母和一雙兒女，都由賢妻秦香蓮一手照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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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出眾，終於考上狀元。皇帝要將公主許配他，在權色利誘下，他隱瞞了家有

妻室的實情，當上駙馬爺。在此期間，陳世美父母雙雙病故，秦香蓮帶着兩個孩

子千里奔波，到京城來尋丈夫。陳世美不但不見，而且派人刺殺母子三人。秦香

蓮的慘況，感動了殺手，因而保存性命。秦香蓮忍無可忍，告到開封府包公前，

包拯不畏權貴，大義凜然，把忘恩負義的陳世美判刑斬首。 

 

小知識 

裘盛戎 

裘盛戎（1915-1971 年），京劇名淨裘桂仙之子。幼年在富連成科班學藝。他大膽

吸收金少山、郝壽臣、侯喜瑞等京戲名家的各派之長，融匯貫通，將生角甚至旦

角中的唱腔糅為一體，並結合個人特點，形成一種韻味醇厚、節奏鮮明、善於表

達感情的唱腔，在京劇流派中獨創一家，被稱為「裘派」。裘盛戎飾演的包公，

扮相端莊威嚴，唱腔渾厚明亮，一舉手一投足，無不流露包拯大義凜然、公正無

私的浩然之氣，尤其是他那別具一格的波狀喉音，更有振聾發聵、搖山撼嶽的效

果，被稱為京劇舞台上的「活包公」。 

 

 

裘盛戎在鍘美案中飾包拯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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鍘美案中裘盛戎飾包拯 

 

 

裘盛戎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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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香蓮》和小白玉霜 

評劇《秦香蓮》是燴炙人口的名劇，劇情和京劇《鍘美案》大同小異，不過戲份

重點放在女主角秦香蓮身上。劇中的秦香蓮，由評劇「白派」傳人小白玉霜扮演。 

小白玉霜（1922-1966 年），原名李再霞，自小就研習評劇，深得「白派」創始人

白玉霜的喜愛，把她收為義女。小白玉霜扮相俊俏，唱腔圓潤溫柔，最擅演繹悲

情女子的坎坷人生。1966 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小白玉霜被誣為「反動

學術權威」和「修正主義接班人」，受盡凌辱。她為了表明自己做人的清白而自

殺身亡。那一年，僅 45 歲。 

 

《鍘包勉》 

京劇著名劇目。包拯的親侄包勉，在擔任地方官以後，貪贓枉法，終於敗露。案

卷幾經輾轉，到了開封府包拯手上。包拯閱卷後，怒不可遏，但是又十分為難。

包拯自小喪父（此為劇本虛構），由包勉的母親（即包拯的嫂子）一手撫養成人，

所以他向來不叫「嫂子」而尊呼「嫂娘」，嫂娘對他恩重如山，包勉是嫂娘唯一

的兒子。在公私兩難之中，他終於選擇了大義滅親，決然下令斬了包勉，然後再

回到赤桑鎮向嫂娘賠情。另一齣京劇《赤桑鎮》，也是講述這段故事。 

 

影視中的包公 

包公的形象歷千年而不衰，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它從深層次上說明中國老

百姓根深蒂固的「皇權」觀念與「清官」情意結。電影、電視等現代視覺媒體的

出現，讓包公戲得到更廣泛的傳播。而影視包公戲的成功，又令市場化的電影電

視更大量地生產有關包公故事的系列劇目，使包公戲一度充斥影視屏幕，多次形

成社會上的「包公熱」。其中最著名的是台灣拍攝的四十集電視連續劇《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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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中的包公 

 

《題包公遺像》宋朝無名氏作 

龍圖包公，生平若何？ 

肺肝冰雪，胸次山河。 

報國盡忠，臨政無阿。 

杲杲清名，萬古不磨。 

 

白話解說：龍圖包拯，他是怎麼樣的一生呢？他光明磊落，冰清玉潔，心裏只有

國家和社稷。報效國家，盡了自己的忠心，做官時從來沒有向任何邪惡勢力屈服。

光耀的清官名聲，與世共存，永遠也不會消失。 

 

《讚頌題名碑》元朝王惲作 

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范見留題。 

驚鳥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 

 

白話解說：拂去殘缺題名碑上的灰塵，感受包拯的道德風範。千古不朽的包拯、

范仲淹受到紀念，留下許多題詠。受驚的小鳥在庭院裏的柏樹周圍繞來繞去，可

是一想起包拯的威嚴，也不敢在樹上停留了。 

 

《廉泉》明朝張好寧作 

香花墩上有奇泉，飲罷頭痛始覺貪。 

爭得長江大河水，悉於廉泉得其源！ 

 

白話解說：包河的香花墩上有一口神奇的水井，貪官飲了此處的泉水立即感覺頭

痛欲裂。假如長江黃河都從廉泉裏獲取水源該多好，那麼，天下的貪官可就一個

也活不成了。 

 

《包龍圖》清朝荀虹作 

黑面閻王存嚴威，輕取虎鬚藐權貴。 

驚堂一木開封動，陰司至今渾渾雷。 

 

白話解說：黑臉包拯因胸襟坦白而顯得無比威嚴，他敢於向皇帝直言，更藐視那

些皇親國戚和有權有勢的人。當年包拯在開封府斷案，驚堂木往桌上一拍，壞人

無不嚇破膽，至今還能在陰曹地府聽到那如雷一樣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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