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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承芳：
三朝元老 一代廉吏（二）

■ 范希江 朱全森 邓 高 向胤道（总撰）

廉节醇儒 清名流芳

疏浚河道

卫承芳常言“为官知事，官之
执政，官在忠心，行在勤勉。 ”为此
他几十年勤政敏勉，恪守官道，忠
于职守，努力为民，终于因劳累过
度，于明万历 43 年（1615），83 岁
时死于任上。 因家无积蓄，归葬之
日， 其子孙不得不变卖田宅办理
丧事。 朝廷感其满腹经纶和几十
年的清廉执政，赐太子太保，追封
为“清敏公”。
他为官五十余载， 死后尚无
安葬之资， 留给后人的既无重楼
大院，亦无万贯家产，但清忠正直
的淇竹家风却代代相传， 为后世
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
为启迪后世的廉吏典范。 一代廉
吏卫承芳， 不仅是卫氏族人的楷
模，更是后来为官者的榜样，成为
达州人的骄傲。
据《卫氏宗谱》记载，明万历
甲寅夏月， 卫亲笔为支系族人撰
写 《四川万县尹芳登遗爱碑记》，
告诫卫氏族人做官之道“忧在民
穷，勤在民事，兴在民利，除在民

泽惠桑梓

卫承芳不仅为官清廉， 善抚百姓， 又
为民办实事。 其家乡明月江是达州州河最
大支流， 流域面积 600 多平方公里， 下游李
家渡以下河床极窄， 巨石林立， 泥沙淤积。
遇洪水， 大风、 亭子、 江阳等平坦之地常
被淹没， 是当地一大水患， 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年间， 卫承芳休假回家养病， 适逢明
月江洪水暴发， 大片庄稼受灾， 不少房屋
被毁。 目睹此景， 他决意疏浚河道。 便倾
其家资， 又动员当地富户捐助钱粮， 并亲
率民众除巨石、 清淤泥、 扩河床、 开排沟，
民众乐从。 历时月余， 河道疏通， 水患消
除。 故“卫阁老开河” 的义举在达州妇孺
皆知， 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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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明万历三十二年他在《市郭
里陈渡乡八圣宫万人灯碑记》中
训诫卫氏后人做人礼数“允若兹，
则神有恒享，士庶有恒敬，百千亿
载辉映无艾，诚甚胜事哉……”后
来，卫氏族人按卫承芳遗训，定下
祠规二十六条，刻在墙上，与淇竹
家风、勤善醇德的内涵相互辉映。
如奖罚分明、惩恶扬善、约束不肖
子孙、教育本族子弟发奋读书、行
善仗义、扶贫济困等。
卫氏后裔受卫承芳影响，代
代都能守住清忠正直的家风，不
仅以此为立身做人之本， 更以此
训教后人。 后辈中文韬武略，清名
流芳者，代不乏人。 卫承芳四世孙
卫如璠、五世孙卫鹏羽“克承清白
之风”，为人方正，为官清廉，嘉庆
皇帝盛赞其“禔躬淳厚， 垂训端
严”“清白之芳声，泽留后世”；八
世孙卫荣藻任陕西佛坪厅巡检，
逢天灾肆虐， 力排众难， 为民请
命，救活饥民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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