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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曾数次引经据典阐述思想，或用诗文俗语释疑解惑，或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道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提纲挈领、纵横捭阖，

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中国书法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立足服务于人民群众，并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传播导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内涵和思想，我们特别策划“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栏目，让大家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书协会员，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原党委书
记，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原总裁。

自幼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书法艺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
书法创作。他以“二王”为宗，旁及张芝、黄庭坚、颜真卿、怀素、于右任。他几十年如一日，以书法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锻炼体魄、以书会友、以书明志，并通过书法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华传统文
化。欧阳中石先生曾对其书作赞赏有加，称赞其书法“笔墨语言很好”，并欣然题写“文采广发，
广发翰光”。

讲话情景：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发
表重要讲话。

讲话原文：
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

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
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
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
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
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
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
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
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
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
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

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
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
做表率。

出处：《礼记·大学》
原典：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

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
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
远矣。

释义：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

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这是《礼记·大
学》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治理国家必
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教导不
好家人却能教导好别人的人，是没
有的。

张居正解释道：“这是解释经文齐
家治国的话。曾子说：‘经文所谓欲治

其国必先齐其家者谓何？盖家乃国之
本，若不能修身以教其家，使一家之人
有所观法，却能教训那一国之人，使之
感化，绝无此理。所以在上的君子，只
修身以教于家，使父子、兄弟、夫妇各尽
其道，则身虽不出家庭，而标准之立，风
声之传，那一国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
各尽其道，而教成矣，所以然者何也？
盖家国虽异，其理则同，如善事其兄之
谓孝，然国之有长，与家之有君，与家之
有亲一般，这事亲的道理，即是那事君
的道理。善事其兄之谓弟，然国之有
长，与家之有兄一般，这事兄的道理，即
是那事长的道理。抚爱卑幼之谓慈，然
国之有众百姓，与家之有卑幼一般，这
抚爱卑幼的道理，即是那使众百姓的道
理。’夫孝、弟、慈三件，是君子修身以教
于家的。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
从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出家
而教自成于国也。”

赵广发

书写新时代——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是
中国人保集团旗下重要的专业
子公司，秉承“人民保险，服务人
民”的光荣传统，以“让每一位中
国人的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加
美好、生命更有尊严”为使命，坚
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服务
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培
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坚持
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实践，得到了
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充
分肯定。

讲话情景：
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
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
重要演讲。

讲话原文：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学习，强

调“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强
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提倡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
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
这种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学习
精神。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
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
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
断增益其所不能。

出处：［北宋］苏轼《稼说送
张琥》

原典：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

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
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
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
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
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
此矣。

释义：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出自苏轼《稼说送张琥》。博观：指

大量地看书，多多阅读，了解事物；
约取：指少量地慢慢地拿出来。
厚积：指大量地、充分地积蓄；薄
发：指少量地、慢慢地放出。多多
积蓄，慢慢放出。总的意思就是
指要经过长时间有准备的积累即
将大有可为，施展作为。成语“博
观约取”“厚积薄发”即由此而来。

此文以比喻开篇，且先用“曷
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
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
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
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
种不同的效果。“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
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
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
人与今人作对比，认为古人的才
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
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
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
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
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
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
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
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
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
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
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
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
的道理。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宋广昌书《张子语录》句

赵广发书法作品

中央国家机关书协会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书画院高级研究员，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
工会副主席。从小喜爱书法，一直坚持学习书法，读帖、临帖，有幸跟朱复戡大师的入门弟子刘
承凯先生学习篆书和草书，跟高篪老师学习隶书。书法作品在青岛市获奖，在全国法院系统的
书法集册中入选。

宋广昌

讲话情景：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

讲话原文：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
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
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
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
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
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
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

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
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
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
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
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
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
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
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
荣使命。

出处：［北宋］张载《张子语录》
原典：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释义：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

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
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
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
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他在
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
提出了集中体现知识分子济世救民
情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
名句，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
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历代传颂
不衰。

“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
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
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张载在其著作

《经学理窟》中，对“立心”的涵义、方
法等内容有集中的论述，如果视而
不见，对“立心”的理解则易流于臆
断。在张载看来，“立心”也就是“立
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
且通”，从而使“天下”（社会）必然会
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
（《正蒙·诚明》）依据这些资料来看，
“为天地立心”的涵义很清楚，其重
点不在认识论，而在价值论。

“为生民立命。”“生民”指民众，
“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
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史称张
载“喜论命”。“为生民立命”之“命”，
主要指人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
的是命定论，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
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只要通过
自己的道德努力，人就能够在精神
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
生命以意义。因此，“为生民立命”
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
确立生命的意义。

“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说过：
“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

来学者之大弊。”程子也说过：“言学
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宋
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孟所传圣人之道，
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了，他们的
使命就是努力续接和开拓这个道
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张载反
复强调“学必如圣人而后己”，为学
者要以圣人为目标，如此气象乃是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太平”“大

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
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
觏等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
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
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
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
问题，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如果说“为天地立心”是“己立”
“己达”，那么，“为生民立命”就是
“立人”“达人”，这是空间维度的推
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则是在不忘本来中为中华乃至
人类开辟未来，这是时间维度的推
扩。如此一纵一横，方能可大可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泰和通宝当十钱，金章宗泰
和四年（1204）铸币。直径 4.4 厘
米，重 28 克。币文为柳体楷书，
对读。

女真族祖先在夏商时代就居
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史称肃
慎，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
靺鞨，隶属渤海。10世纪初，辽灭
渤海，改称女真。1113年完颜阿骨
打统一女真各部，1115年称帝，建
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国号
金。然后用十年时间灭辽，1127年
攻占开封，灭掉北宋，占领中原，历
时两年。1153 年迁都燕京（今北
京），在1234年灭蒙古。金辖地五
京十九路，即中都大兴府、南京开
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
京大同府；十九路包括女真旧地、

辽国旧地以及宋朝的整个北方与
中原地区。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
金朝的农业及冶炼、纺织、造纸、印
刷等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与
商品贸易频繁。金章宗完颜琼继
位后，加强官制改革，完善礼仪制
度，并在明昌二年（1191）二月，制
定法律，彻底解除奴隶制度，实现
了女真族的封建化，并进一步采用
汉族服饰礼仪，提倡女真族与汉族
通婚，促进了民族融合，金代进入
鼎盛时期。在推行汉文化上，金章
宗不遗余力。即位前，金章宗就熟
读儒家《诗经》《尚书》《孟子》等经
典与道家经典著作。即位后，下令
封孔子的嫡系后代孔元措为衍圣
公，并下特令修缮孔庙，兴办教育，
完善科举制度，设弘文馆，翻译儒

家经典，曾诏令 35 岁以下女真族
亲军必须熟读《孝经》《论语》。在
金章宗的大力推行下，汉语逐渐成
为女真族的通用语言。北宋所藏
历代名家书画，多被金人所获。金
章宗设立书画院，令王庭筠与秘书
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藏书画 550
卷，并分别定出等级，金章宗亲自
为之题跋。金章宗所作的这一切，
对民族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促
进作用。在金代的皇帝中，金章宗
的汉文化修养是最高的，亦具有较
高的艺术才能。据传，其母为宋徽
宗的某个公主之女，受母亲影响，
金章宗酷爱金石书画，曾下功夫抄
写佛经，临摹宋徽宗所创的瘦金体
与花鸟墨竹，往往形神毕肖。他在
晋代顾恺之《女史箴图卷》上的题

跋，用的就是瘦金体。金代文学家
元好问评其书曰：“承平旧物霓裳
谱，宝气辉煌千古。”虽言过其实，
但亦可知金章宗笔墨功力并不
浅。泰和年间铸币铜质之精良、工
艺之高超、币文之隽秀，与金章宗
的个人喜好是分不开的，此所谓

“上有所好，天下翕从”。
泰和通宝折十大钱，币文为

柳体楷书。在历史上，柳公权与
颜真卿、欧阳询、赵孟頫并称“楷
书四大家”，柳体楷书一直是后世
学书者临摹的典范之一。柳书字
形端正，结体用笔法度严谨且富
有变化。取欧体的紧密，颜体的
纵势，遒媚劲健，貌显清刚，以骨
力胜，人谓“颜筋柳骨”。柳体用
笔中锋，逆起回收，方圆并用，提

按分明。长横舒展，起笔方折，短
横粗壮，形态多样，泰和通宝币文
的“泰”“通”横画可见这些特征。
竖钩在重顿之后，右侧多呈半椭
圆形时再回笔踢出，为柳书典型
笔法，如“和”字的“禾”部；折笔如

“和”字的“口”部，从短横末端提笔
向右下顿成肩形，按得稍重，折出
的竖笔略粗于横；“口”部呈倒梯
形，左竖笔下伸出脚，这也是柳体

“口”部不同于他体的常见形状；撇
轻捺重，平捺尖长，如“泰”“通”之
捺。币文具有鲜明的柳体特征，风
神峻朗与柳公权《玄秘塔》《神策
军》同。在历史上，“唐人集王，金
人集柳”，是时风所尚，唐人集王如
怀仁集王羲之字成《圣教序》，金人
集柳如立于皇统四年（1144）的《沂

州府普照寺碑》，全碑共 24 行，每
行62字，为仲汝尚撰文、集柳公权
字而成，故余以为泰和通宝币文乃
金人集柳字而成。

金之女真族有自己的文字，
但所铸钱币全用汉字，这一点在
历史上与西夏、契丹等少数民族
政权的铸币不同。金代铸币多仿
北宋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形制，不
惜工本，力求精整，要求甚严。《金
史食货志》载，在金大定十八年
（1178）初铸钱，因质量低劣，监铸
官被杖责革职。金章宗所铸泰和
通宝，有平钱、折二、折三、折十共
四种。除折十钱为柳体楷书外，
其他三种币文皆仿瘦金书，已比
较罕见。泰和通宝折十钱更为罕
见，传世仅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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