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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

《曾国藩传》：小镇青年的奋斗史

提到曾国藩，大部分人
可能会调动这几个关键词：
清朝、家书、湘军、太平天
国。近年来有很多研究曾
国藩的书籍面世，与以往作
品侧重研究其生平及事件
的复原不同，
《曾国藩传》一
是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
路历程，而不是对其生平和
事件的研究式复原;二是对
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而
不是均衡叙述。
为什么要读曾国藩呢？
曾国藩身上展现了“中
国式力量”他全面展示了传
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
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
有容纳力的一面。另外，他
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
破的极限。
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
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
力量。曾国藩的一生，起点
极 低 而 抵 达 的 高 度 很 高。
在很多人眼中，他通过自我
管理、修炼心性，完成了脱
胎 换 骨 的 转 变 ，达 到 了 立
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
界。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
意义的，在他身上能看到卓
越的人不是生下来就卓越
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不断
地“升级打怪”成就一份非
凡的事业。因此，读一读曾
国藩很有必要。作者在阅
读、写 作 曾 国 藩 近 二 十 年
后，将以前的研究以拼图式
整合起来，补足了空白的部
分，为读者写了一部简明版
的曾国藩传记。

·

张宏杰：
想写一个与别人笔下都不一样的曾国藩
作为通俗历史写作，
《曾国藩传》却有着学术性的特点，完全遵循史料，作者张宏杰收集大
量的史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写就这部作品。有读者评论：
“曾国藩的故事，读这一本就够了！
”近
日，张宏杰接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的采访，让我们一起探秘张宏杰的创作历程。
●大河报记者：您在写《曾国
藩传》时，
基本上不用传说，
连野史
使用也特别的谨慎。您是想写一
本具备什么样特点的《曾国藩传》
呢？
●张宏杰：我想让这本《曾国
藩传》跟市面上已有的都不一样。
像朱东安老师的《曾国藩传》写得
很扎实，
但是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
的痕迹太明显，
整个思路还是阶级
斗争史观的思路。其他好多都是
从成功学的角度去解读曾国藩，
也
有很多把大量野史放在里头的。
比如曾国藩看官员时相面，
有人低
着头，有人昂首挺胸，然后做出他
的种种判断。还有包括好多大量
引用的
“巨蟒转世”
，
这一看就知道
是不靠谱的，
也没什么价值。所以
我在写作过程中基本上不用这类
野史传说。这本《曾国藩传》，
我就
是希望在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地
方，
但是我觉得有价值的地方着重
去写。比如
“天津教案”
，
这个在别
的传记里写得比较少，
或者其他传
记中写他是
“汉奸”
“卖国贼”
，
但是
我认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是
他一生的光明点而不是污点。我
想写一个与别人笔下都不一样的
曾国藩。
●大河报记者：
您在写作曾国
藩时，有认同有批评，没有太多的
仰视和膜拜，
您在认知与写作过程
中，
是如何建立起这种对曾国藩的
平视的态度的？
●张宏杰：
我想这也是我写人
的一个特点。我看到什么、
感觉到
什么就会写什么，不会立场先行。
应该说在中国的古代文人中，
我对
曾国藩的评价是最
高的，我认为他身
上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正面的
东西最多，负面
的东西最少。
但是实事
求 是 地 讲 ，他
也存在很多负
面的东西，比
如他不让曾
国荃把南京
城里的老弱
妇孺放出

来，
这实际上是非常残忍的。当然
残忍的产生，
一方面是他吸取了很
多传统文化里
“法家”
的东西；
另一
方面是他实际作战的经历。他感
觉作为太平天国起义坚定的追随
者，放出去之后会有很大的破坏
性。这些我都认为应该写出来，
这
是对读者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的
态度。
我们写人，
他身上的任何东西
都是客观存在的，
都是这个人真实
的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避讳它，
这才是历史的本分，
历史最重要的
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你不可能
百分百地去还原它，
但是你要尽无
限可能去接近它。
●大河报记者：
曾国藩的九年
秀才考试生涯对他的人生有什么
影响吗？
●张宏杰：
曾国藩一生得益于
挫折，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人的
能力有一种叫做逆商，
就是说我们
除了情商和智商之外，
还有一个逆
商——逆境商数，
是我们该如何面
对逆境。那么像曾国藩这样的人，
天资比较平庸，
从小经历了无数的
挫折，所以他的逆商很高，能够做
到越挫越勇。特别是多次考秀才
失败，但是他锲而不舍，最终科举
成功的事实，
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
自我教育，
让他认识到有志者事竟
成，只要你坚持到底，早晚会到达
成功的彼岸。那么这一点，
洪秀全
和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洪秀
全考了三次，
就精神崩溃了。但曾
国藩能坚持到底。这实际上也预
示了他们人生的成败。所以他总
是善于把逆境化为动力。
●大河报记者：
曾国藩是如何
从一个“小镇青年”逐渐成长为一
个有见识、有底蕴的青年京官，他
得到过哪些高人的帮助？
●张宏杰：曾国藩在北京期
间得到了挺多帮助，像穆彰阿。
这个我也没有避讳去提，这个人
在历史上是一个奸臣形象，但是
他对曾国藩的确是很爱才。人都
是复杂的，穆彰阿有奸臣那一面，
有糊弄皇帝那一面，但即使是这
样一个人，
他也有爱才、希望大清
王朝更好发展的一面。他帮助曾

国藩，不是因为曾国藩贿赂他，而
是他主动地对曾国藩表达欣赏和
提拔，曾国藩一生对他其实也是
非常感恩的。
还有曾国藩在翰林院的很多
同事，
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包括书
法家何绍基，
在书法方面对他也有
启发。曾国藩是一个比较开放的
人，只要是有益于自己的都会接
受，所以他在北京期间，朋友圈的
人还是很多的。
今天我们好多人在社交方面
都有些懒惰，觉得社交挺费劲的，
得跑到一个地方见人，
还得琢磨怎
么跟人说话，
感觉很累。曾国藩一
生做事的特点就是不怕累，
他觉得
自己“笨鸟先飞”，得舍得付出，社
交上也是这样，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
向别人多学习，在他看来，湖南乡
下值得交往的人不多，
来北京之后
见到的都是高人，
社交面一下子就
变得很大了。
●大河报记者：
曾国藩赏识人
才，
提拔、
培养了很多人，
比如沈葆
桢、李鸿章。他的人才观有哪些
呢？
●张宏杰：曾国藩的人才观
就是广收、
慎用、
勤教、
严绳。广收
的话，就是像孟尝君一样广收人
才，只要是有一技之才，他就收过
来。慎用，在委以重任之前，一定
要经过详细严格的考核，不能随
便用。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任
用一个人容易，把他再拿下来就
难了。勤教，就是曾国藩认为天
底下现成的人才，都要自己亲自
教育培养。这一点在曾国藩和李
鸿章的关系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李鸿章在进入曾国藩幕府之前，
是一个有很多毛病的人，心高气
傲，然后生活也不规律。那么曾
国藩针对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
对李鸿章加以改造，从督促他早
起，到让他和胡林翼等人辩论，打
消他的傲气。所以李鸿章能够成
才，跟曾国藩手把手地教育培养
是有关的。那么所谓严绳，就是
对一个人从严要求。如果你触犯
了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肯定要
把你开除出湘军集团，比如像李
元度，
像王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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