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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师司马懿如何谋得天下？
他应该明白了一点：不要轻易和曹操斗
司马懿装病不出仕的动机，
可能有两个：首先，自抬身价；其
次，袁绍虽败但实力仍在，北方局
势并不明朗，天下未知鹿死谁手。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此时
贸然出仕，投错主公，影响的是一
辈子的命运。
第二，所谓的“
魏武使人夜往
密刺之”，不是派刺客去刺杀，而
是派探子去刺探。 这件事，臧容
绪《晋书》描述得比较详细：“
魏武
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树
荫下息……令史窃知， 还具以

告。 ”可见是刺探而不是刺杀，更
不是有些民间传说的
“针刺”。
曹操强迫司马懿出仕， 未必
是因为他能力多强名头多响。 这
要结合汉末的社会风气和曹操的
行政风格来看待。 汉末的真名士
淡泊名利或者假名士沽名钓誉、
拒绝朝廷的征辟已成为一种时
尚。翻开《后汉书》，类似记载比比
皆是。而曹操厉行“
名法之治”，对
于拒绝征辟的行为深恶痛绝。 再
加上曹操本人雄猜多疑的性格，
自然有可能强迫司马懿出仕。

司马懿的
“
病情”时好时坏，在
床上断断续续躺了七年，不知何时
方是个尽头。 这七年，曹操已经荡
平北方，杀光袁绍的子弟，还兵邺
城，荣升丞相了；这七年，兄长司马
朗在基层锻炼， 历任三地县长，最
后当上丞相主簿（秘书长）了。
这七年， 自己却在床上整整
躺了七年，肌肉功能都要退化了。
司马懿有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不清楚。但我想，他应该明白了
一点：不要轻易和曹操斗。
北伐归来、 春风得意的曹丞

相， 究竟有没有忘记七年前那个
装病在床的司马家老二呢？
答案是——
—当然没有。
之前七年，曹操以一个诗人的
激情和浪漫，指挥了一场波澜壮阔
的北伐。 袁绍的青、幽、并、冀四州
地盘，被一一打平。 回到邺城，曹操
就收到了来自汉朝廷的任命通知，
荣升丞相。他提拔了近两年官声甚
佳的司马朗为主簿，又任命名士崔
琰担任丞相西曹掾， 主管选拔人
才。崔琰自然念念不忘十四年前见
过的司马家老二， 连忙向曹操推

荐。 而曹操帐下的首席谋主荀彧，
竟然也力荐司马懿。
其实不需要你们推荐， 我也
早想再会会他了。
曹操找来当年那位使者：还
记得司马懿吧？
使者心想：废话，这七年来我
就没干别的。
你去把他请来吧， 我要任命
他为相府的属官。 曹操顿了顿又
说：“
如果他还不肯来，就逮捕。 ”
（若复盘桓，便收之。 ）使者心想：
老大，我就喜欢你玩干脆的。

那，回到老问题：牺牲七年时
间，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司马懿如果当年直接出仕，
官位难以凌驾兄长之上。 司马懿
拒绝平庸， 他永远追求直逼目标
的捷径； 尽管有时候这捷径看上
去反而像绕远路， 但最后的事实
总能印证他的判断。 因为有两句
老话，一句叫
“
以退为进”，另一句
叫“
欲速不达”。
更关键的是， 司马懿第一次
如果直接应征， 则根本无法在广
大应征者中引起曹操的注意。 注
意力资源， 有时候是比官位更重
要的资源， 是一种官场晋级的潜

在资源。得到上级的器重，职未必
高，权一定大；如果被上级忽视，
职再高，却可能是个虚位。
况且，《易传》上说：
“
潜龙勿用，
阳在下也。 ”作为未出茅庐的司马
懿，直接出山和荀彧、荀攸、贾诩、郭
嘉、程昱这些超一流的谋士们 PK，
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这七年，司马
懿并没有白躺。他大量地读书，有了
更深的体悟；他修养身心，把韬光养
晦的功夫修炼到了极致。
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
潜龙出山， 司马懿终于有机
会直接挑战相府的智囊们， 开始
自己的官场生涯了。

拒绝平庸，他永远追求直逼目标的捷径
使者来到司马懿的府第，惊
奇地发现三十岁的司马懿正喜气
洋洋地坐在堂上恭候。
七年了，太久了。 再不出山，
天下都要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就
没我司马懿什么事儿了。
使者一怔，揉了揉眼睛：这就
是我监视了七年的司马懿？ 前两天
还气息奄奄，怎么这病说好就好了？
丞相命我来征辟阁下， 丞相
还说，如果你……
我去！
使者后面的话被噎了回去。
他永远不会明白， 聪明人之间是
不必把话说透的。七年之前，曹操

没有征到司马懿， 七年之后断然
不会仍征不到。曹操用不了的人，
断然不会让他活在世上。
曹操与袁绍的抗衡， 一定程
度上是寒族势力与世族势力的抗
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多有案牍
小吏、行伍军人被提拔到高位的。
而曹操本人，更是所谓的
“阉宦之
后”，为世族所鄙视。所以，曹操必
须拉拢一批世族在他帐下， 以表
现出他的政府向所有人开放，从
而争取更多的人站到自己这一
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
河内司马氏， 无疑是当地世族的
一大代表，属于必须争取的对象。

这是其一。
司马朗在曹操的府中任职，在
人事任用上能说得上话。 而从名义
上讲，曹操还是司马防的门生故吏，
自然应该用司马懿。 这是其二。
其他与司马氏交好的世族，
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保举司马
懿、 进而与司马氏进一步修好的
机会，以延续世世代代的交情（所
谓世交），比如崔琰和荀彧就出手
了。 这是其三。
以曹操的用人风格， 目前为
止还真没有过他用不上的人才。
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个七年前
拒绝过他的年轻人。 这是其四。

身怀绝学却被安排在大后方教育一个毛头小子曹丕
司马懿终于进入了相府。
如果有机会跟着曹操出征，
凭借自己的谋略，想必不难博得
曹操的青睐。 再加上曹操用人不
问资历只看功劳的风格，说不定
可以一举超越那些老牌谋士！
司马懿躺在床上的时候经
常这样想， 现在他不这么想了。
因为他的官职是文学掾。
汉朝的文学，含义和今天不
同。 不是进行小说散文之类文艺
创作，而是“文献学术”之谓。 曹
操看中的，是河内司马氏经学传
家的家学渊源。 他想让司马懿用
经学去教育自己的儿子。
哪个儿子呢？ 曹丕。 所以，文
学掾只不过是个负有教育职能

的低级文职官员，根本没有机会
从军出征。
身怀绝学却没有机会上战
场一展才华，反而被安排在大后
方教育一个毛头小子。 等曹操凯
旋，改朝换代，自己或许也能随
着百官一起得些封赏，将来终老
在一个中级官员的位置上吧？
司马懿内心异常郁闷。 比司
马懿更郁闷的是曹丕。
曹丕今年二十出头，是曹操
的次子。 曹丕的母亲卞氏出身娼
妓之家，原本是曹操的小妾。 在
卞夫人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并
不得父亲宠爱。 他的二弟曹彰，
勇猛善战，深得曹操喜欢，爱称
其为“黄须儿”。 他的三弟曹植，

才高八斗，最得曹操器重，曾被
当众称赞“在几个儿子里最能成
大事”（儿中最可定大事）， 看来
暗有要立为接班人的意思。 另外
还有个幼弟曹冲， 聪明伶俐，小
小年纪就以“曹冲称象”的神奇
故事闻名天下，最得曹操疼爱。
曹操的儿子们，个顶个的优
秀。 曹丕生活在一群极其优秀的
兄弟中间，从小就得不到父亲的
关爱。 为了吸引父亲的注意，曹
丕费尽了心机。 他学骑射剑术，
可谓出类拔萃，但始终不是曹彰
的对手；他雅好文章，诗赋兼通，
但始终为曹植的光芒所掩盖。 曹
丕内心自卑到了极点。
最关键的是，曹操本人也并

不认为曹丕优秀。
年初，司徒赵温想保举曹丕
当官。 这对于曹丕来讲，是踏入
仕途的绝佳机会，所以他心里美
滋滋的，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决
定借此机会大展拳脚。
但是曹操却出人意料地表
示公开反对。 他冷冷地上奏说：
“赵温保举我曹操的儿子， 明显
是想讨好我，人才选拔工作不实
事求是。 ”（温辟臣子弟，选举故
不以实。 ）曹丕当官的美梦泡汤，
赵温也被罢免。
对未来满怀期待的曹丕当
头被泼了一盆冷水。
这时候，同样一肚子郁闷的
文学掾司马懿来了。

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曹丕时
代最得势的人肯定不是曹操时
代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而是为曹
丕上位出过最多力气的人。
一个集团新老首脑交替之
时， 正是集团内部势力重新洗
牌、重新排座次之日。
你在老主公时代没有上佳
的表现没有关系，好好看准一个
新主公候选人并力挺他上位，正
是一步登天的捷径。
司马懿决定放弃曹操时代，
争取曹丕时代。
司马懿在以经学教育曹丕
之余，也指引他积极结纳朝中重

臣和少壮派新人。 根据史书记
载，老臣荀彧、荀攸、钟繇，以及
正当得势的人 事 主 管 崔 琰 、 毛
玠，都在曹丕的拉拢之列。 而新
人陈群、吴质和朱铄也被曹丕深
自结纳。 这三人，后来和司马懿
一起，被称为
“太子四友”。 不过，
除了四人中做人高调的吴质以
外，另外三人在曹丕上位的过程
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已经无从
考证。
关于司马懿的作用，史书
只留下了一句 “每 与 大 谋 ， 辄
有 奇 策 ”， 至 于 都 有 哪 些 奇
策，都已经出我之口、入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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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决定放弃曹操时代，争取曹丕时代
有时候， 司马懿也很嫉妒
那个素未谋面的诸葛亮： 这家
伙比我小两岁， 却已经在赤壁
之战这样的重量级战役中出尽
风头。 而我司马懿，至今不过是
个低级文官， 不知何时方有出
头之日。
不过，他现在已经找到了比
战争更快速、 更便捷的晋身之
阶。 这个阶梯，就是曹丕。
曹操迟早要称王称帝，也迟
早会荣登极乐。 他所留下的庞大
政治遗产由谁继承，这是一个大
问题。 就目前来看，曹丕继承的
机会显然很大。 如果将来曹丕上

《老谋子司马懿》

广告

耳，烂在了司 马 懿 和 曹 丕 的 肚
子里。
通过这一句记载，我们有理
由相信，曹丕即位前后的策略奇
谋，大多出自司马懿，至少司马
懿也是重要的知情者和赞成者。
因此，后文中会写到曹丕夺嫡上
位的不少重大事件，虽无史料直
接证实，但可以看作是司马懿在
这一时期的杰作。
同时， 史书只留下了一句
“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也可以
看出司马懿为人之低调。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司
马懿处世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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