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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年后，中华五杰再回眸

� � “邢台之地，河之北，冀之南也。依八百里太行耸峙，物华天宝，蕴数千年文脉渊源，人杰地灵。 ”沿市区西行 66
公里，一处名为紫金山的地方卓然于太行群峰间。 700多年前，金元之际，刘秉忠、郭守敬、张文谦、张易、王恂曾在
此潜心研究经天纬地、治国济世之学，待学有成追随忽必烈创建了疆域空前、中央集权制的蒙元王朝，并把握创制
《授时历》、建设新都城的历史契机，完成了仪器制造、天文观测、四海测量、数学研究、大都治水、开凿通惠河等一
系列高水准、高难度的科学技术事业。 世人为铭其功，遂称 5人为“中华五杰”。

一代才俊

王恂
王恂，字敬甫，谥号文肃，中

山唐县人。 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
父亲王良， 曾任金朝中山府吏，
因不满金朝吏治腐败，遂辞职回
乡，潜心研究数学和伊、洛之学
(即程朱理学)， 尤其对数学的研
究颇有造诣。 其母亦有文化，是
位旧时才女。 这样的书香门第，
良好的家教环境，再加上王恂自
幼聪颖好学，为他后来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当时王恂父亲与刘秉忠交
往甚密， 刘秉忠拜会王良时，发
现王恂聪明绝顶， 才思过人，堪
称神童。 征得其父母同意，遂将
王恂带到紫金山培育深造，这年
王恂 14岁。 1253年，受刘秉忠举
荐，忽必烈找到了王恂，通过谈
话了解， 深感其为一代才俊，遂
任命其为长子真金伴读。

他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
中发觉为学之道，总结历朝历代
治忽兴亡的历史必然性， 并上
“二十万言书”，把真金耳闻目睹
的辽金兴亡的事实编成故事，让
其以史为鉴、区别善恶，并教习
其儒学、术数，为其灌输民为本
之思想，使得其汉化意识日渐强
劲，为日后真金登基以汉法治国
打下了坚实基础。

1281 年，王恂丧父，去官守
孝。 守孝期间，因悲伤过度，不思
饮食， 饥馁染病而亡， 享年 46
岁。 延佑二年(1315年)元仁宗赐
王恂“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
司徒、上柱国，谥文肃”。

科学巨匠

郭守敬
郭守敬， 自若思，1231 年在

那个动荡不安、 民不聊生的时
代，他降生在了邢台，并在此度
过了他的少年时期。 他不满 3岁
时父母过世，与祖父郭荣相依为
命，史载郭荣“通五经，精于算
术、 水利”。 在祖父的悉心培养
下，他倾心求学，渐得真传。

郭守敬 8 岁能咏诗作对，对
大自然现象，特别是夜观星空极
为感兴趣，在祖父的指导下他阅
读了许多有关天文地理的书籍。
十四五岁时，并能着手制造观天
象的土仪器，开始展露自己的智
慧才华。

逐渐长大成人的郭守敬求
知欲更加强烈，由于其祖父已年
迈体衰， 对他的教育已力不从
心， 于是便让他到紫金山求学，
拜刘秉忠为师， 并结识了张文
谦、张易、王恂等人。

1262年， 受张文谦举荐，郭
守敬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
提出了解决大都漕运和华北平
原农业灌溉的详细计划。 同年 3
月，他又“造宝山漏成，徙至燕
京”， 成为蒙元的国家标准计时
器。1264年，他奉命到西夏治水，
两年功成，期间还曾挽舟溯流而
上，探寻黄河源头。 此后的几十
年间，他四海测验历时 4 年制订
出《授时历》，负责修治大都至通州
的运河， 用一年时间开凿出通惠
河，并设计和监制简仪、高表、候
极仪、玲珑仪等 12 种新仪器，成
为了一代科学巨匠被彪炳史册。

王朝设计者

刘秉忠
刘秉忠，原名侃，僧名子聪，

字仲晦， 道号藏春散人。 1216
年， 在风雨飘摇的邢州古城，刘
秉忠来到了人间。

1223 年， 年仅 8 岁的他开
始进入学校学习，与“五杰”之一
的张文谦“同研习，年相若，志相
得”。 1232年，年仅 17岁的刘秉
忠受邢州节度使赏识，被任命为
邢州节度使府令吏。 1236年，在
为母亲丁忧期间，他对自己的人
生重新进行了思考，并发出“吾
家累世衣冠， 乃汩没为刀笔吏
乎！ 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
求志耳！ ”的呼号。

1238 年，刘秉忠挂印而去，
先后随全真教道士王喆、天宁寺
虚照禅师出家修行。期间他刻意
研习治国爱民的儒家意识，阴阳
术数的道家理论，晨钟暮鼓的佛
家追求，天文历法的科学探索等
学问。 1242年，在海云和尚的引
荐下，他见到了忽必烈。 当忽必
烈向他询问佛法大意时，他对答
如流， 并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
忽必烈遇到了不世良才欣喜异
常，遂将其留在潜邸做书记。 自
此三十余年， 他追随忽必烈，为
其荐良才、定国策、定国号、建国
都，出谋划策统天下，为蒙元王
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成为
一代开国功臣，是大元王朝的设
计者，荣宠之高，有元一代汉人
之最。

蒙元名相

张文谦
张文谦， 字仲谦，“邢州沙河

人”，其父张英为避战乱举家迁于
河南南阳，1217 年他出生在南
阳，后于 1219年随家人返回沙河
老家。 他“幼聪敏，善记诵”，与刘
秉忠、 张易同在紫金山“洞究术
数”，主要学习自然科学和实用科
学。

1243 年， 经刘秉忠推荐，张
文谦进入忽必烈潜邸， 其后举贤
试治邢州，使邢州大治，并将“邢
州经验”推广到河南、关陇等地。

在忽必烈统一中国过程中，
张文谦多次随军南下。在军中，张
文谦曾与刘秉忠多次向忽必烈进
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
同仁，不可嗜杀。 ”忽必烈听从劝
告， 逐渐改变了本族掠地屠城的
旧习， 命令诸将进入宋境后不可
随意杀人，不可乱烧民房，要释放
全部俘虏。

1276 年，元朝灭南宋，统一
天下后， 张文谦以昭文馆大学土
身份领太史院事， 全面负责制定
历法的工作。王恂、郭守敬等人在
张文谦的支持、领导下，率南北日
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空前规模
的四海测验， 掌握了大量准确的
天文数据，于 1280 年编订完成了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授时历》，
将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了一个高
峰。

政坛重臣

张易
张易，一名启元，字仲一，太

原交城人。 1249 年，刘秉忠得与
张易相遇，顿生相见恨晚之感。是
年，两人与其他“三杰”在紫金山
纵谈天下时势、评议时政，又博通
经史、研讨天文地理、方略术数等
学问。

其后， 张易进入忽必烈潜邸
做了一名书记，官阶虽不大，但足
以显示其才学， 他随侍在忽必烈
左右，无论是在南征大理、南宋的
军事活动中， 还是在汗位争夺的
政治策略上， 都积极地为其建言
献策、举荐人才，因此很快他便在
潜邸崭露头角， 得到了忽必烈的
倚重。

1282 年，张易在铲除权奸阿
合马后，招忽必烈猜忌，遂将其处
死。纵观其一生，在社会由大乱走
向大治的过程中， 他凭借自己广
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 在政
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
均有不俗的表现， 从而成为元初
政坛上的汉族显官。

本报记者 刘东甲/文 画家 韩喜增/图

声明
邢台市金双轮机械

有限公司不慎将公章丢
失，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市农业学校园林

绿化专业毕业生曹玉静毕
业证不慎丢失， 证号为：
31020130605950100943，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尚静宇名下机动车冀

EJE908， 车 辆 型 号
7YPJ-1150A4， 车辆识别代号
L7SSAJ12172020616， 发动机号
370302161。 此车为黄标车，由
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登
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车
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一切
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现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
马平军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70020011002143， 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