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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的“拔刺”行动

成云雷

一、“拔刺”行动的缘由

朱元璋靠军事起家。军事家一般对于人性中的反复无常、背信

弃义看得比较多。而朱元璋这位农民出生的军事家更是精于算计，

把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考虑得一清二楚。在打天下过程中，朱元璋

身边邵荣、谢再兴等亲信部下的一再背叛更让他觉得江湖道义不

复存在。在朱元璋看来，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富豪文人，统统不可

靠。所以，朱元璋自当上皇帝起，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下一盘很大的

棋，那就是削弱上述力量直至消灭干净，以免威胁他朱家得之不易

的天下。为此，他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使明朝初年成为中国历史

上最恐怖的时期之一，以至于连太子朱标都觉得他做得太过火了。

太子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主张实行仁政，多次劝朱元璋不

要杀戮太过。朱元璋有一次为了启发太子，让众人退下，扔下一根

满是荆棘的棍子让太子去捡。太子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然而仍

然不知道他的用意。朱元璋只好挑明：“你怕有刺不敢拿，我帮你把

刺拔掉，不好吗？我杀的都是恶人、坏人，把他们杀光，以后你才能

安安稳稳当皇帝。”但是太子并不领情，反过来讽刺他：“上有尧舜

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坏人这么多，是因为你这个做皇上的

太残暴了。朱元璋一怒之下操起椅子就往太子头上砸去，幸好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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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没有砸中。但太子因为父皇杀戮太重每天内疚不已，终于在洪

武 23年病逝。朱元璋立朱允 为太孙。朱允 被确定为接班人后，

朱元璋的担心就更大了，太孙年龄小，性格像他父亲，偏重于仁孝

一路。所以朱元璋更是下定决心要在交班之前把那些扎手的刺统

统拔光，以便孙子能够坐稳天下。

刺也就是钉子，在朱元璋看来身边的人一个都不可靠，谁都有

可能成为大明王朝统治的潜在威胁。所以他大刺小刺一起拔，一个

都不肯放过。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老到的斗争艺术家之一，他

做的事情当然技术含量很高。因为把这些刺拔掉，又不刺伤自己的

手，确实是一门艺术。朱元璋向来沉得住气，就像当初群雄逐鹿他

不急于称王一样，他的耐心很好，所以能够笑到最后。从当上皇帝

的那一天起，这个辛勤的农夫就开始拔刺，一直拔了几十年，前前

后后杀了 10多万人。

二、官员大清洗

在朱元璋手下的文官里，胡惟庸算是提拔速度比较快的一个。

这一方面是胡惟庸比较能干，熟悉官场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他舍

得花钱，为升官不惜花血本。据说有一回胡惟庸一次就送给丞相李

善长 200两黄金，此后李善长推荐他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

胡惟庸升任右丞相，并取代李善长做了左丞相。

胡惟庸得到朱元璋喜爱的秘诀是报喜不报忧，各部门送上来

的奏章，胡惟庸精心筛选一些皇上喜欢的送上去，皇上不喜欢的就

扣下来。胡惟庸自以为得到朱元璋的宠幸，有点忘乎所以，在朝中

有恃无恐，权势欲越来越膨胀，甚至连官员任命这样的事情都敢一

人包揽，一时间文官武将要想升官，都得送礼给他。像胡惟庸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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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缺陷很明显的人，要找他几个茬子是很容易的。

洪武 13年，胡惟庸的儿子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奔走闹市，本来

大概是装酷，没想到马受惊把胡公子摔死在车下。胡惟庸气急败坏

地派人把车老板干掉了。朱元璋知道这件事声称要把胡惟庸抓起

来砍头。另一件事是当时的占城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派人来进贡，

胡惟庸竟然没有报告朱元璋。就在朱元璋准备除掉胡惟庸的时候，

御史中丞涂节状告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谋反。最终，胡惟庸以谋

反罪被杀掉，这个案子一直查了 10多年，牵连到总督以上的大官

有 20多人，一般官员 30 000多人，其中包括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

头号功臣李善长。朱元璋以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解灾的名义将李善

长赐死，而李家除朱元璋的驸马李琪之外，全家 70多人满门被杀。

胡惟庸牵连出来被杀掉的开国功臣除李善长外，还有陆仲勋、

唐胜宗、费聚、郑遇春、吴祯、陈德、郭兴、华云龙、顾时等九人，都属

于朱元璋最初起兵时的 24人之列。

空印案和郭恒案，是朱元璋一手弄出来的又两起大案。朱元璋

通过这两个案子继续清洗官员队伍。这两个案子中被杀的官员加

起来有七八万人之多。

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朝廷的规定，地方上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

报告财政账目，而地方上财政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完全一致，这一

年的财政计划才算完成了。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有一个数字有差

错，也必须退回去重新来，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

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有聪明的官员灵机一动，事先带上预先

盖上官印的空白文册来汇报，需要改动的就在京城直接重填。

朱元璋知道后觉得问题很严重，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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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员互相勾结、舞弊欺诈的惊天大案。当时全国有 13个省，

140多个府，1 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大多数都与空印案

有关。朱元璋的处罚是：全国各级主印官员全部处死，副手打 100

杖充军。此外各省言官因为监察不力也处死了不少，至于因此案而

牵连的人就更多了。

比空印案杀人更多的是郭桓案。郭桓是户部的右侍郎，户部是

主管全国的户口、土地、钱粮的衙门，权力很大，管理范围比现在的

财政、民政、税务、土管很多部门加起来还要大。这一次杀的人更

多，据说六部除了几个尚书之外，所有的办事员都被杀掉了。官员

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时的问候从“今天你吃了没有”变成“今天

你们杀了几个？”六部官员杀了以后，再往下杀地方的经办官员，一

直杀到最基层的粮长。对待这样的低级奴才，朱元璋甚至懒得一个

一个的杀，而是一批一批地杀，有一次 160个一起杀，还有一次 100

个一起杀。

三、武将的宿命

在朱元璋看来，比一般文职官员更可怕的是手握兵权的武将，

这些武将往往又是在打天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功勋贵族。朱

元璋分封的公、侯两级贵族一共有 60多人，除李善长一人为文官

外，其他都是武将。

朱元璋和他手下武将的关系，最初有点像合伙做生意，大家都

是老乡、老战友，都是为人打工，只不过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取天下。

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因为能力强、威望高被推举为大股东，

最后顺理成章地就成了皇帝。朱元璋比较担心的就是他这个大股

东到了他儿子手里能否继续控股，所以他在天下方定的时候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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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着手铲除这些开国元勋。

朱元璋手下武将的第一号人物徐达据说是被赐食蒸鹅而死，

第二号人物常遇春暴病身亡。其他有名的大将廖永忠被诬陷偷穿

龙袍死于狱中，李文忠因为礼贤下士而被毒死狱中，名将傅友德被

迫自杀，名将冯胜被赐死。在第一批被封为国公级的武将中，只有

信国公汤和逃过一死。

总的说来，朱元璋手下大将结局都不太好，这里主要讲一下蓝

玉之死。洪武 21年，蓝玉率领明军主力 15万出征北元。蓝玉没有

辜负朱元璋的希望，在捕鱼儿海一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

俘获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公主内眷 100余人以及王公贵

族 3 000余人。另外，蓝玉还俘虏士兵 7万余人，缴获牛羊 10多万

头，连元朝皇帝使用上百年的印玺也被蓝玉拿到献给了朱元璋。

蓝玉的功劳堪比攻破大都的前辈大将徐达。在蓝玉凯旋时，朱

元璋当着满朝文武说出他一生对于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蓝玉就

是我的卫青和李靖。”

蓝玉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率领大军深入蒙古沙漠，最终彻底

击溃了北元，完成了前辈将领未能完成的功勋，确实无愧于这一评

价。蓝玉因为此次功勋被封为凉国公，成为朱元璋一生封赏的 9个

国公之一。此后，蓝玉又为明朝陆续平定了湖北、四川等地的叛乱。

洪武 25年，太子朱标病亡，朱元璋立朱标的儿子朱允 为太

孙，准备自己百年之后让他接班，但是朱元璋很担心一些幸存的开

国功臣影响朱家子孙的统治。经过胡惟庸案等大案，开国功臣已经

去其大半。但是考虑到王朝建立之初，还需要有人领兵平定元朝的

残余势力和各地可能发生的动乱，朱元璋有意保留了一些军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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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随着朱元璋身体的日渐衰弱，交班的日子越来越近。朱元璋决

定对蓝玉等中青年军事将领大清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辛辛

苦苦打下来的天下落入他人之手。洪武 26年二月初八，蓝玉在上

朝时被朱元璋逮捕，接下来受尽酷刑后于第三天被下令凌迟处死，

同时被诛杀三族。

蓝玉的案子被定性为谋反案，说蓝玉准备乘朱元璋年老多病

造反夺取天下。朱元璋接下来就是在全国各地搜捕蓝党，一共杀了

2万多人，胡惟庸案幸存的开国元勋基本上全部被杀。这一次的打

击对象主要是武将，一些开国功臣之后和军队中的后起之秀基本

上被清洗干净。

四、文人的窘境

朱元璋对待文人的态度是既爱又恨，一方面他觉得离开文人

的智慧做不成大事，另一方面又觉得文人的小聪明有时候令人防

不胜防。

从朱元璋出生来说，从平民到乞丐和尚的痛苦经历，使他很痛

恨文人士大夫的优越地位。从洪武 17年到洪武 29年的 13年间，

朱元璋因为文字上的事情，杀了不少人，被杀的人大多是因为写

表、笺等庆贺、谢恩的文书而无心得罪了他，史称“表笺之祸”。封建

时代，遇到新年元旦，皇上的生日，或者是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

号、册立太子等大喜事，臣下都要上书庆贺，写给皇上和太后的叫

表，写给太子的叫笺。朱元璋时代，有不少人在写这一类东西的时

候格式不对或者被挑出毛病而枉遭杀身之祸。

朱元璋参加过红巾军，当年元政府称之为贼，于是写文章不能

有“贼”，连字音相近的“则”字也不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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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海门的一位军官加了工资，为了感谢皇恩浩荡，请浙江府

学教授林元亮写一封《谢增俸表》。这位林教授受朋友之托，不敢怠

慢，洋洋洒洒拍马屁的话写了一大摞，其中有一句话是“垂宪作

则”。这本来是句奉承话，把朱元璋比喻成历史的尧舜禹汤等圣人，

为人类文明奠定了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学习、取法的好榜

样。没想到马屁拍在马腿上，朱元璋说这哪里是什么好话，分明是

讽刺我过去作过贼，吩咐“诛其身而没其家”。

朱元璋当过和尚，就不能说“僧”，连同音的“生”字也不能提。

和尚光头，“光”、“秃”之类的字眼更不能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

上司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被认为是讽刺朱元璋做过和

尚，送了命。还有一位县学教谕在给上司写的《贺正旦表》中有“取法

象魏”，被说成是讽刺皇上“去掉头发像个鬼”，也被送上了黄泉路。

反正不管是谐音还是会意，朱元璋只要读出毛病，都要杀人。

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里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

是两千年前的古文。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

髡’是剃光了头发，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

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作贺表中

出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了以后勃然大怒，

他说：“生”就是和尚，“作则”就是“作贼”。这小子胆子不小，赶快给

我杀了。

朱元璋如此不懂装懂、吹毛求疵，搞得文人动不动就要掉脑

袋，弄得没人敢写表笺之类的文书。礼部官员没有办法，只好请朱

元璋公布一个标准的格式，让天下人照着写。也许这正是朱元璋的

目的所在，他高高兴兴地让几个翰林制作了各类表笺的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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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庆贺，照着格式抄就是，只要加上自己名字

就行了。

五、沈万三之死

文人的日子不好过，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朱元璋出生穷苦人

家，小时候没有少受过富人的白眼。在他当上皇帝以后，对待有钱

有势的人一个都不放过。

沈万三是明朝初年的首富。沈万三有多少钱，谁也不知道，大

概跟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比尔·盖茨差不多。朱元璋得了天下后，

沈万三一直惴惴不安。在朱元璋攻打苏州时，沈万三等一班江南富

户给张士诚送钱送粮，跟朱元璋对着干。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对这

些充当敌方经济后盾的有钱人家自然放不过，对他们征收的赋税

是其他地方的好几倍，而且限定时间勒令他们迁徙到外地。

沈万三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见势不妙，马上主动去拍朱元

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沈万三有的是钱，多年生意场上的经

验，使他习惯于用钱来解决问题。于是在朱元璋得天下已成定局的

情况下，沈万三赶紧用实际行动向朱元璋表示效忠。

沈万三首先率领江浙富户向朱元璋交纳了税粮万石，以示忠

心。接着沈万三又送给朱元璋 5 000两白金以备不时之需。见朱元

璋笑纳了，沈万三就再加码，献给朱元璋龙角等宝物以及白金

2 000锭，黄金 200斤，在南京为朱元璋建筑了四座酒楼廊庑 1 600

多楹。不久沈万三又发现，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经费缺口很大，于

是上书主动要求“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这步棋似乎没有走错，朱元

璋一高兴，向他作出了封官的回报。沈万三的两个儿子都被任命为

中下级小官，到北京供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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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云雷，1968年生，江苏南通市人，山东大学毕

业，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通

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

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教学和研究，著作有《先秦儒家圣人

与社会秩序建构》（上海古籍）、《庄子：逍遥的寓言》（上海古籍）、

《趣味哲学》（上海古籍）、《哲学的误区》（上海古籍）、《<经世奇谋

>译评》（崇文书局）、《历史上的大冤案》（上海古籍）等，另发表论

文 30多篇，部分成果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

复印资料》等转载。

沈万三觉得这下可以安安稳稳睡大觉了，不久又听到朱元璋

要犒赏三军。沈万三又跑到朱元璋那里提出由他来出钱代为劳军，

据说准备给朱元璋的百万大军每人发一两银子。没想到这一次把

朱元璋惹毛了，拍案大叫：“一个匹夫，竟然要犒赏天子之军，简直

是个乱民，把他拉出去砍了。”幸好有马皇后在旁边说：“沈万三一

个老百姓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免于他的死罪，让老天爷

去收拾他吧。”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沈万三流放云南。没过多久，沈万

三就死在云南了。

朱元璋做了 31年皇帝，在他死前对于有可能威胁明朝统治的

各种力量一一作了清洗。但是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就在他死的当

年，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名义与他

指定的接班人争夺皇位。战争打了四年，最终朱棣登上皇位。

也许在朱元璋看来，毕竟皇位没有落入外人之手，他的努力没

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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