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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陇州志》校注序

赵甲宏

旧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校勘旧志，以

古为镜，裨益良多。《〈陇州志〉校注本》成书，架起了古陇州与新陇县的桥

梁，开阔今人视野，延展陇地文脉，既具探索意义，并具开创之功，是我县地

志和文化建设中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陇县人杰地灵、文化灿烂，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

块炳灵含章的膏腴之地，陇州先民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为推进中华

文明发展奉献了聪明才智。他们的丰功伟绩，理应彪炳史册。陇州的史志也基

此而生。目前可考的陇志，起始于清顺治时期，时任陇州知州黄云蒸组织人力

编纂了第一部 《陇州志》，但毁于战乱，仅有残片留存至康熙年代。清康熙五

十年，罗彰彝来陇主政，主持编纂了 《陇州志》。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陇地相继编纂过 《陇州续志》《陇州乡土志》 《陇州新续志》 《陇县新

志》等多部志书。这些方志，存留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存史、资政

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印刷数量极少，又历经岁月

遗失，现存世者极其稀少，变成了藏之于阁的文物珍宝，寻常百姓难以得见，

使其利用价值大打折扣。鉴于此， 《陇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成书后，县委、

县政府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委有识之士，集众贤之力，对康熙 《陇州志》予

以校勘整理。

本次校勘的 《陇州志》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是陇地存留于今

最早最全的志书。该志书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文字精炼，扼要记

述了古陇州自然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历史变迁，堪称陇县史志和历史资料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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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旧志校勘在陇县尚属首次，在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县档案局 （县地志

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咨询专家、学习经验，经数月伏

案笔耕，洋洋３０余万字的 《〈陇州志〉校注本》终成付梓。点校忠于原著，

纠错勘误，释疑解惑，遵从了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也充分体现了今人对史志

的深刻理解，实属不易。

明代文士杨宗气有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读 《〈陇州志〉校注本》，方能体会志书鉴古知今、洞察未来的功效，也可对

陇县的人文地情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继承是为了创新，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

夕，我们挖掘和传承陇县古代史志，彰显陇州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必将激

励陇州儿女砥砺前行、奋发图强，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盛世华章。

祈 《〈陇州志〉校注本》古为今用，为加快陇县发展、推动追赶超越提供

历史借鉴，在打造宝鸡副中心、建设幸福新陇州中发挥资治作用！

（本文作者系陇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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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空谷中的陇州故地
———写在清康熙 《陇州志》校点本前

张世民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诗云：“一驿过一驿，驿

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

汗，雾露凝貂裘。……”驿骑，古道，屯戍，貂裘，该是一幅多么壮阔的陇上

风景图啊！这首诗中的陇山、陇水，是我最早意识到的边塞况味。“咸阳”是

秦汉的，“陇州”是隋唐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然而站在悠悠千古之下，我们

所能感念、所能联想的，却只是空谷中的陇州故地。

陇州即今陇县，因扼制陇关而获名。但陇县不等于陇州。阅读明清人笔下

的陇州，究竟有几分汉唐，几分明清，这恐怕是我们无从界定的。然而陇州一

化而为陇县，就标志着地理的、功利性的陇州，逐渐升华为历史的、审美性的

陇州。今日陇县的军事战略位置，或许不像汉唐时期那样具有捍卫京城的意

义，然而今日陇县县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却也是有目共睹。两轮新

编 《陇县志》中所揭橥的陇州故地，从地理面貌到经济状况，从人文遗产到

民俗风情，尤其是一代代陇州人书写在大地上的辉煌成就，都让人耳目一新。

究竟如何探析今日陇县的历史脉络，把握其人文传承？如何穿越这种观念上的

距离感，以便切近现实而免于疏旷？亟须我们把古今陇志对照阅读，进而臻于

“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化语境。重温三百多年前的清康熙五十二年版 《陇州

志》，我们的感触正在于此。

旧志阅读需要校点，非校点无以穿越历史的时空，然而旧志更需要梳理，

更需要通过精读熟识而掌握其精神内蕴。旧志是否需要全部注释，是否需要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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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逐句破拆来看，我倒感觉需要斟酌，需要反思。历来旧志整理的历史经验，

积极的方面在于帮助人们熟悉掌故，迅速进入相应的语境；而消极的方面则在

于点破句读，误解文字，以今人的揣测臆断，来弥补对古代社会的一知半解。

所以，我历来主张整理是必要的，但注释务必慎重。重复这些皮相之谈，其目

的在于让人们对旧志整理葆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而对于历代先贤史志著述的敬

畏，正是我们闯入自由王国的思想导航。

一、从历史角度辨识陇州的军事位置　　

众所皆知，地方志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全面、系统地反映一个区域或行业的

历史与现状。而对于一个区域历史与现状的学术定位，最关键的还在于如何把

握其基本的区域位置，追溯其悠远的历史源流。区域视角和历史视角两相辉

映，这也就是历史—地理的认识方式。判断一部志书的质量高低，民俗风情、

人物掌故固然重要，但其大势大略、郡国利病，却更能丰富人们的知识库存。

《陇州志》云：“按形胜，山高而长曰陇。左陇山而右河，面五峰而枕

灵谷，为秦凤要害之地。秦始皇尝表此以为秦之西门。” （卷一 《方舆志》）

“陇之西有陇关，与函谷关东西相控，故曰关中。由周秦汉唐之迹以观之，陇

州乃重地也。临巩诸镇，道必由此。古称天下西门，今即西陲保障。” （黄云

蒸 《木塔说》）意谓汉唐时期的陇州，堪称关中西府的岩疆，具有重要的军事

关隘地位。要认识古陇州的历史与现状，务必追源溯本，挖掘其特质。关中号

称周秦汉唐等王朝的政治腹心，尤其是周秦时期，秦人长期向西开拓，频繁出

入陇关，亦与其国力渐增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凿空了中西丝绸之路，陇关固守

西部，当属西出边塞的必由之路。隋唐时期，西出道路大都沿泾川而北，重镇

州的军事权重日益增强，但是陇州的地位和作用并未衰减。唐代诗人岑参的

歌咏诗作，亦其佐证。

站在军事地理来看，都城长安的国防战略安全，取决于四周关隘的军事防

御能力。而 “陇介万山之中，丛林阴翳，石径峻险，且有故关、咸宜、白岩、

石险、青崖诸关。一夫守险，万人莫当，力为控厄，足以自固”。（《官师志》）

而周王朝以秦人为封疆，秦人 “开疆拓土，气势勃兴” （罗彰彝序），藉西拓

而坐大，由大夫而诸侯，乃取周而代之，进而灭掉关东六
!

，足见西疆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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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隋唐时期，从九成宫而大明宫，大兴城到长安城，国家中枢机关呈现

东西向布局态势，关山、陇州的守御作用更其紧要。

金元时期，道教全真龙门派崛起。马丹阳成仙的丹阳洞，丘处机修道的龙

门山，都被称为道教圣地。明清时期，随着国家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山、陇

州不再成为国防战略屏障。但 “陇诚岩疆重地，系乎全秦之安危。辟 （譬）

之身，为咽喉呼吸之官；辟之家，为锁钥关键之固也”（罗彰彝序）却也依然

如故。罗彰彝所撰 《陇州历代事迹述略》，以大事钩沉的方式，叙述了周秦以

来的重大历史掌故；而有关明清之际的历史事件，更是志书的铺排重点。譬如

清康熙年间，平息吴三桂之乱，致使陇州历经战乱，经济凋敝，志书所揭示的

贫困落后面貌，令人触目惊心。

就今日陇县而言，历史的遗产早已内化为人文的积淀，其丰富的历史文物

和深厚的民俗遗产，也构成了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其中最具文化遗产价

值的，是龙门洞所代表的道教文化、关山牧场所代表的畜牧文化以及陇州社火

所代表的民俗文化，等等。陇县的军事战略位置逐渐岑寂，但是作为关中地区

的西向门户，其交通锁钥地位仍然超出了区域影响，成为西部国防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

二、从国情角度研判陇州的区域概况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智库，也是最基本的国情教材。一个地方的国情、地情

和行情如何，也需要用地方志的文体加以介绍。究竟如何理解 《陇州志》所

提供的历史资讯？正是这部历史文献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有财富而加以汲

取，有智慧而加以运用，这也是地方志工作者的必然选择。

如何认识陇州的地理位置？《田赋志》云：陇州 “地当秦晋之冲，冠盖之

所辐辏，牌符之所往来，马不得停蹄，夫不遑息肩”，其交通位置非常重要。

《方舆志》云：“陇之为郡为州，领县裁并，路属巩昌，府归凤翔，酌时之宜，

以为损益。所谓有改制之名，无异道之实者此耳。”这足以说明今日陇县的历

史地理位置。虽然治城名义屡有变化，但其战略位置一以贯之。外而言之，

“关山西塞，渭水南环，带二河之双流，抗咸宜之险阻，咽喉于巩而臂视岐阳，

实三秦南控之大都会也”。内而言之， “陇州八景”，诸如关山夜月、河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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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温溪不冻、寒亭积雪、弦蒲明薮、五峰挺秀、东园霁雨、金泉涌派。这都

从疆域角度强调了陇县的地理形胜。

如何认识陇州的民俗风情？记录民俗风情，是地方志书必不可少的社会属

性。作者引 《郡志》云：“居民习俗忠厚，不好华靡；勤稼穑，务本业，有先

王遗风。”又云：“士皆儒雅，陇之风气如之。其民鄙啬寒俭，穴居窑处。近

则依山筑堡，以避寇盗。”陇人耕稼纺绩，崇礼重法，大抵与关中各地相似。

南宋朱熹 《诗集传》称道秦地 “厚重质朴”的风气，于此可见一斑。有论者

曰：“陇山高而长，域辽而阔，固衍
"

之区，而要害之地也。然山多则易以蔽

盗，域广则难以诘奸。且人稀田芜，渐忧土满。”（《陇州志·风俗》）这也是

农耕社会日常情境的一端。在社会安全和环境控制方面，也有民间自卫的性

质。

如何理解陇州的祀典礼仪？清初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谓

明朝的灭亡，不啻是朝代更迭，而且是文化沦丧。然而谁曾料想，清王朝践行

祀典礼仪，反倒比明朝严格。作者指出，“孔子称号始于汉平帝，封褒成宣尼

公。唐高祖赠太师，玄宗封文宣王。宋太宗诏庙门立戟十六，真宗加至圣文宣

王，徽宗加冕十二旒，服九章，庙门戟二十四。元成宗加大成至圣文宣王”。

（《建置志·祀典》）孔子的 “素王”地位日渐隆盛。自明世宗起，改为至圣先

师，可谓降王为师，名副其实。此外，对于历代孔门名儒，也给予祭祀。有论

者称：礼莫重于祭。上述祭祀礼仪，应属题中应有之义。但 “陇境每多淫

祀”，“习俗信巫”，有病方祀，“祭无常时，品无常数”（《建置志·祀典》），

也是礼仪弊端之一。

如何理解陇州的经济地位？“陇多崇山峻岭，丛林石阶，视他邑之旷衍平

坦，便于驰骤大径庭也。”这是陇州的天然困厄。特别是从明嘉靖至清康熙，

饷额二万四千余，户丁三万八千，而清初 “尚不及十之三”。“试按篇而核之，

则物力之凋耗，庐井之萧条，概可知已。”又说： “所谓谷人不足于昼，丝人

不足于夜，贫困盖至此极矣。”（《田赋志·市集》）设法解决境内贫困人口脱

贫攻坚，这是历代政府所强调的历史使命，也是理解陇州经济地位的必由之

路。

如何把握陇州的人物传承？《陇州志》中涉及人物评骘的，大抵有 《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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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选举志》和 《人物志》，从外籍官员到当地名宿，可谓把握得体，取舍

得当。其中官师人物，也有详略之别。凡是事迹寻常者，具名而已。凡是业绩

突出者，单独列目。尤其是当代州牧， “世愈近而言愈谨，亦 《春秋》之志

也”。凡是口碑犹存的， “敢将事实录呈”，而其 “平平无可称，则亦谨记姓

氏、履历而已”，这也是不错的选择。作者强调，“陇号多材，曩时积学之士，

骋长驾于云路，展逸足于天衢，我黼子佩，济济林立”。 “考之近代，显光气

而立荣名，奋才能而竖勋伐者接踵而出。下至巾帼女流，亦能冰霜树骨，金石

旌心，或坚柏舟，甘婴白刃，又何其轰轰多奇节也！”（《人物志》）上述人物

事迹清楚，且资料依靠调查得来，其成绩自当肯定。

三、从文本角度探析地方志的著述特征　　

历代地方志由地记而图经，由图经而舆地，其演变历程，涉及记实、记

事、记人等基本内涵，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师法。康熙 《陇州志》共有八

卷，卷一 《方舆志》，有沿革、星野、疆域、形胜、山川、古迹、陵墓、风

俗；卷二 《建置志》，有城池、衙署、学校、祀典、仓储、关梁、铺舍、寺

观；卷三 《田赋志》，有里甲、户口、田粮、更名、军屯、学田、庙粮、盐

课、杂课、驿站、物产、市集；卷四 《官师志》，有封建、名宦、武备、兵

器；卷五 《选举志》，有进士、举人、贡士、武宦；卷六 《人物志》，有先贤、

名达、封赠、孝义、节烈、贤妃、流寓、仙释；卷七 《艺文志》，有宸翰、文

记、赞、碑、诗歌；卷八 《祥异志》，只有祥异而已。时人白讷认为，康海、

王九思、吕楠、韩邦靖、乔三石、孙立亭等所撰武功、县、高陵、朝邑、耀

州、富平诸志，“皆先辈著作巨手，以秦人志秦地，体裁殊足可观”，而 《陇

州志》之编，“直与对山 （指康海）诸公相为并驾”（白讷序），也肯定了它的

历史传承性。

《陇州志》卷首有五幅图，分别是州境图、吴山图、州城图、学宫图、公

署图。其设图的目的在于 “具使经画者，得以知扼塞险要，以审其控驭所

宜”。作者认为，“图之所系，綦重与？陇疆虽在山薮，而岩险实冠凤郡，匪

志盍稽？匪志盍悉？” “志列以图，则一州之境，较若列眉。所谓不出户、知

天下，可坐而理矣。”（卷首）历来的 “图”与 “图经”，均是地方志的原始命

·７·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义，所以，重视地图制作，也是历代地方志的基本诉求。

《陇州志》具有史志合一的方志观。谈及志书的属性，时人强调，“予唯

志也者，纪其实也，与史异名而同体也”。这是对志书历史属性的充分肯定。

谈及志书的价值，作者指出：“若夫州之人士，因其盛衰，考其得失，善善恶

恶，感发创惩，俾风气日益遒上，为关中一大都会，则尤不能无厚望也夫！”

（罗彝彰序之一）谈及志书的源流，时人认为，志自 《禹贡》，折而为 《春

秋》，至于 《史记》十书，《汉书》八志，均属其历史渊源。“其后代必有史，

郡邑必有志”，可谓是一脉相承。谈及志书的作用，作者强调，“下以备士大

夫之博览，上以供大清一统志之采择，其间条分缕析，训词尔雅，所以示惩

劝，昭来兹，有关于世道民风之大，又不待言之琐琐也已”。 （白讷序之二）

谈及志书的语言，作者指出，“俾一展卷，如入万花之谷，登群玉之峰，游五

都之市，众宝必陈，千秋在目。其良工心苦，继述功高，殆才以发之，学以成

之，精以结之，力以充之，是以吐词成章，立言明理，播之当世而法可，传之

奕祀而可久也欤。” （黄士瞡序之三）即言既要有文采，还要有说服力和震撼

力。“州志不备，文献无征，千年长夜矣。”有了州志，则文献可稽，有望点

醒千年迷津，这是清人对地方志著述的最高期待。

《陇州志》具有重视文采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陇疆山水磅礴，毓有

先贤，继绍洙泗，而文明博雅之士，代不乏人，则其灵秀之蓄也久，故其发之

野厚，蔚为文章，遂擅风雅”。（《陇州志·艺文志》）就文本而言，康海 《武

功志》以简洁驰名，且勇于褒贬，但其可效法性不强。尤其是褒贬当代官师，

容易遭遇眼前尴尬，而 《陇州志》以资格待寻常官师，不以资格待非常官师，

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也是其规避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这一做法，秉承了明代

孙丕扬 《富平志》的成功经验。用语简洁，但无损于资料积累；夹叙夹议，

乃葆有独立的思想立场。既罗列事实，又防止误判，当是这部志书思想价值的

根本所在。

四、从文学角度感念空谷中的陇州故地　　

陇州、陇县以及沿线的麟游、千阳、凤翔、岐山等地，都是富含历史文化

底蕴的人文宝地，其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其释道意味和民俗风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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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空谷中的陇州故地

水乳交融。走进关中西部，就不由得思考中西陆上丝绸之路，不由得想起 “西

出阳关无故人”的历史空旷。正因如此，虽有几次到达陇州故地，领略那里的

大千世界，结交那里的文人雅士，我仍然有再赴陇州的激情与意趣。于此，曾

写下 《陇上行》古风一首，权且作为这篇小序的附赘之词吧———

西望关山月，低头思陇川。

逾关西行叟，自来报苦寒。

当年盘云岭，今朝草如湮。

非是陇道绝，长隧胜短攀。

天水秦嬴起，陈宝凤凰飞。

水迤逦下，东行齐鲁回。

孔丘不入关，夙志谁人摧？

老聃偏骑牛，紫气函谷归。

莫言关中有仙境，出关入关皆浮踪。

秦陇故道千秋盛，岐雍岑寂非殊功。

黄牛青草陇上牧，浴佛入道日东升。

龙门金台凭新证，好咸阳岂旧城。

往事不可追，今朝酒方醒。

明知东风劲，偏思陇西征。

屯戍战士甘凛冽，迁客骚人怨窦生。

左曲右纡六盘山，牵陇思蜀三绝声。

耿耿泾渭双源地，依依黄河一揽中。

大野纵横信弘通，私意忐忑陇上行。

噫吁兮！

蜀道尝比上青天，陇行不比蜀道轻。

嘘寒问暖辞客句，追秦溯汉白头翁。

多少孟姜哭长城，多少秦娥织画工？

且乘春色化冬雨，且破古风纵歌行。

点画词，姑乘兴，星野下，浮思增，

陇兮陇兮多秦风，美哉美哉一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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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吟哦，不自轻，有心事，万古空，

西出西域有美酒，敢道故人竞相争。

读陇志，挹豳风，念西秦，话蜀东，

洋洋洒洒一万句，难买此际擘画功。

聊抒情，妄言通，当夜语，寄寒星，

长长短短不是梦，却驾梦境乘春风！

（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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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国传统优秀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我国先民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历经数千年而不

衰落，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在传承中发展，于发展中传承，成为独立

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愈开愈艳的绚丽奇葩。

地方志亦称方志，《周礼·地官·诵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

事。”《注》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 《文选·晋·左太冲 （思） 〈吴都

赋〉》：“方志所辩，中州所羡。”唐代张铣 《注》：“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

者。”其后，凡记述全国或一地的地理、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

迹特征及沿革之书，如统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等，皆称方志。在当今

能够见到的古籍里，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汝水》中 “余以永平中，蒙除鲁

阳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中的 “方志”一

词，是 “方志”的最早出处。

中国地方志大约从２５００年前西周的 “邦国之志”“四方之志”首开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编有 《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还有 《禹贡》《山海

经》等记述各州地理、物产、贡赋及神话传说的典籍；魏晋南北朝涌现出大量

“地记”，隋唐五代时期 “图经”编纂逐渐制度化。距今约１０００年前的北宋时

期，方志基本定型；宋朝后期特别是南宋， “图经”演变为地方志，历元、

明、清各代，地方志编纂逐渐步入常态化、普及化，且志书种类越来越多，一

统志、通志、府州县志、书院志、寺观志、井场志等应有尽有。民国时期，地

方志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内容更加注重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编纂体

例愈加科学。

上下数千年间，历代统治者和士人均对方志十分青睐。他们的重视，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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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方志编修注入了不竭动力，推动着地方志编纂体例由单一向综合，记述内容由

限于地理沿革向融入社会人文，修志理念由 “经世致用”向 “存史、资政、

育人”演进。方志编修，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薪尽火传。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流传下来的历代方志多达８０００多种、１０万余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

这些志书，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丰富遗产，对记录华夏大地的自然地理和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陇县的方志编纂，发轫于全国方志体例定型、修志成为时代大潮的时期。

陇县存留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类方志共有８部。这些志书的编纂

指导思想、原则、方法，都与新中国成立后大相径庭，被当今人称为旧志。所

谓的旧志整理，就是对这些志书的校勘、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

一

陇州现名陇县，地处三秦西陲，陕甘宁交会之地，是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境内的关山在历史上曾为中原汉人与西部少数民族间的分

界，大震关、安戎关、咸宜关名声赫赫；域内山川兼备、四季分明、雨量适

宜，适合多种粮经作物和畜禽生长，久负 “山中川、小江南”和 “富有陇州、

十年九收”之美誉；距今６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生息，为周代附庸

秦非子之邑、诸侯秦襄公之都，秦代始设县，西魏设立陇州，此后一直为

州、郡、县治所在；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易名陇县至今；２０１０年，版图面积

２２７５２７平方千米，人口２６３１万人。

陇地可考的方志纂修历史，可追溯至清代顺治年间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域内有过１０次修志活动，编成志书１０部，今人尚能见

到的存世志书共８部。这些志书，按编纂主体可分为官修的 《陇州志》《陇州

续志》《陇州新续志》《陕西通志陇县采访事实稿》《陇县新志》，民修的 《陇

州乡土志》《民国陇县野史》，还有道观纂修的 《景福山云溪宫志》；按志书内

容可分为综合类志书和专门志书，《景福山云溪宫志》为专门志书，其余均为

综合志书。

清朝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修志不仅成为一种时尚，也被列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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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吏的重要政责之中。我们能够见到的资料显示，陇县辖域内的方志纂修，

也发轫于这一时期。清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福建人黄云蒸主政陇州，组织人

力进行了地方志编纂，这是陇地最早的修志活动，纂修的 《陇州志》是今人

可知的陇地的第一部志书。遗憾的是，这部志书在康熙时代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罗

彰彝纂修 《陇州志》时已经只剩残片，现今已残迹难觅。有关这部志书的信

息，今人只能在清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成书的 《陇州志》序言里见到只言

片语。

《陇州志》里时任代理凤翔府事的乾州知州白讷在序中提到：

岁癸巳春季，予奉宪委，代庖凤郡。入境之初，颇得各志。披览

之，而陇志独阙如。询阙所由，盖自今以前五十余年，原无成书，虽

有残编断简，复凋落于兵戈灰烬之余，徒付之浩叹而已！

当时的陇州学正、《陇州志》参编者郭述璞在序里写道：

“州有志犹国有史也，斯志将安在？”盖缘吴逆之变，戎马满关

山，生民遭涂炭，兵燹烬余，志乘俱为残缺矣！

陇州训导、《陇州志》参编者马和义序中有言：

往者，郡伯黄公纂成卷帙，去今五十余年中，遭兵燹什无一存

……

从这些记述里，我们可依稀窥见三点：一是清代顺治年间，陇州知州黄云

蒸组织编写过地方志；二是这部志书编成后没有刊印，只有手抄本；三是在

５０余年的流传中由于兵燹等原因，至罗彰彝编纂 《陇州志》时，已仅有 “残

编断简”。该志在此后编纂的志书及相关史籍中未见提及，陇地可考的最早方

志自此湮灭，今人只能从 《陇州志》中见到黄云蒸所撰序言。

康熙主政时期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陇州知州罗彰彝主持编纂了 《陇州志》。

这部志书成为当今能够见到的陇地最早的志书。

乾隆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江西丰南才子、进士吴炳出任陇州知州，组织编

写了 《陇州续志》，于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成书。吴炳在序中对编写该志的

初衷和主旨有如下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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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踵讹袭谬，其弊大要有二：一则勇于自是，一则惮于考古，

遂至舛误……于是条列五十二年后建置、田赋、官师、选举、人物应

续入者，复汇讨全史，并子集诸家，凡有关陇地典故，悉加椠记，参

互考证。旧志误者厘正之，缺者增补之，别为一书，名为续志。

《陇州续志》在篇目上虽无增添，但在纠正 《陇州志》谬误的基础上，对

其内容作了较大增补。

卷一 《方舆志》中的 《山川》篇末，吴炳加考：

《册府元龟》载，唐太宗贞观四年 （６３０），帝幸陇州，猎于贵全

（全作泉）谷。查此谷无考，并志于此。

卷二 《建置志》中的 《关梁》篇末，吴炳加考：

吴考： 《唐书》安夷、安戎，明有二关，一在吴山县，一在

源，安戎为大震关更名，固与安夷无涉，而旧志于固关巡检司条，讹

安戎为安夷，以大震关为安夷更名，误矣。

卷三 《田赋志》的 《物产》篇末，吴炳加考：

吴考：《唐书·地理志》，陇州土贡榛实、龙须、席；《宋书·地

理志》，陇州土贡席；《太平寰宇记》蜡烛二种，俱陇贡。近代不闻

上贡，并不产此物，然亦陇地一典故也，附录之。

《陇州续志》较之 《陇州志》，内容广博，记事详尽，考证缜密，体量大

增，是陇地方志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志书，如果此后陇县继续整理旧志，斯志当

为首选。

《陇州续志》纂成后，陇州的官方修志沉寂了１４０多年。直至清代宣统二

年 （１９１０）八月，甘肃海城 （今宁夏海原县）人康嗣缙入陇担任知州后即成

立采访局编修方志，至年底 《陇州新续志》成书。这部志书上限为乾隆三十

八年 （１７７３），下限至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是 《陇州续志》的续志，其篇目较

之前各志更加完备，并根据地方和时代特点，增设了新 “志” “目”。全书分

元、亨、利、贞四本，设三十二卷，特别是增加了军事、盐法、茶马、金石等

志，取消了孝义、节烈志，记述内容较以前各志有明显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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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通志陇县采访事实稿》是民国时期编纂的第一部志书，也是陇州改

陇县后的首部县志。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而是为 《陕西

通志》提供的陇县地域资料。但它的编纂原则、体例、方法诸方面都遵从了志

书规范，基本反映了域内各方面的情况，故后世都视其为志。《陕西通志陇县

采访事实稿》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由陇县采访局编撰，文稿共四集，纂成后

未刊印，仅手抄数套，一、二集已经散失，陇县现存的只有三、四两集。第三

集 《人物志》列贤哲、名宦、廉能、勇略、孝义、隐逸、中节、流寓、方伎、

烈女列妇等目，第四集为艺文、金石、古迹、纪事、荒政、物产、风俗、拾遗

等志。该志虽然只是 “采访事实稿”，但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物产志所列

的粮用、油用、蔬用、果用、杂用和野生、动物、矿物、人工制造品、特产等

类，记述了陇县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历史和现状；金石志中列举的器物，虽未

鉴定出名称，但绘制了出土的陶器、铜鼎、铜镜十三图，并注明了铭文、饰

纹、出土地点等，为研究出土文物提供了翔实资料。这部志也有其阶级局限，

如在兵事活动中将白莲教、捻军、回民义军直呼为教匪、捻匪、回匪。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陕西泾阳人邓霖生任陇县县长，翌年 （１９３１）即倡

导修志。民国二十年 （１９３１）１２月，咸阳人王藩城接任县长后，设县志局编

纂志书；但因经费拮据，时编时辍，未能成书。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７月，

陕西华县人程云蓬主政陇县后，拨款７００元继续修纂，函请陕西省民政厅秘书

范紫东、省政府顾问冯仲翔为总编纂，覆加笔削，报省终审。省政府主席邵力

子给予亲审批阅，但该志还是因资金匮乏而被搁置，未予完善刊印。民国二十

八年 （１９３９），省政府令征县志，时任县长张丰胄再次组织搜集资料、继续纂

修。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７月，陕西华阴人史恒信担任县长后，于民国三十

六年 （１９４７）重建机构，调集５０余人在原志的基础上再次编修，将下限划至

当年。《陇县新志》在编纂过程中，接受了近代学术思想，在篇目设置和编写

理念、方法上均有改进。纂成后的 《陇县新志》共六卷，分晷候、地理、建

置、政事、赋币、礼俗、人物、艺文、祥异等志和大事记。该志在内容上突破

了明清方志以皇帝为中心，列皇言、恩泽于志书的旧例；增设了民族、户口、

方言等新内容，记述了手工作坊、煤炭采掘、面粉加工和酿酒等经济活动，设

列了沿革表、气温表、气象表、职官表等，用近代地理学方法绘制了陇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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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县城图、政区图、山脉图、水道图等，资料比较丰富。其缺点是对资料缺

乏科学考证，所记内容多由书本到书本，欠缺考察，谬误多出；剥削阶级色彩

浓厚，多处将农民义军称之为匪。

上述五部志书，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由陇地州县政府编修的综合性志书。它

们的优点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辖域内自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人文等

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后世保存了资料，传承了文明。但是，其缺点亦显而易

见，一是立场、观点、方法均站在统治阶级一方，记述人民群众的活动极少，

贬斥甚至谩骂农民起义；二是志书编纂急于求成，资料多源自以往的书籍文

本，乃至民间传闻，对入志资料缺乏甄别和实地考证，错误漏洞时有显现。

民修志书是官修方志的补充。清代以前，陇地民间修志情况无考。清代至

民国，陇地编修过两部民间志书。一部是清代的 《陇州乡土志》，一部是民国

时期的 《民国陇县野史》。

《陇州乡土志》是由陇州南道巷人、清代贡生、候铨训导丁全斌个人编修

的一部志书。丁全斌，字偃修，号梦慈，精通古文、诗律、四六诸体，尤长书

法。这部志书是在清政府内忧外患，为了劝学兴贤，提高民族自尊心，教育百

姓热爱家乡、振奋民族精神、大力倡导编修乡土志的大势下，丁全斌于光绪三

十二年 （１９０６）编成的乡土教材。志书未予刊印，留存于世者为手抄本。陇州

知州唐松森在 《序》中说：“……可数弊补偏，足致移风易俗……”全志分历

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

路、物产、商务十五志，志无卷章，文字精练，读来上口，乡土味浓。该志书

的缺点有二：受乡土教材主旨的框定，全志从头至尾都是溢美之词，资政价值

较低；编纂者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记忆，选用了韵文体裁，空话较多，资料性不

强。

王宗维编纂的 《民国陇县野史》名曰 “野史”，但其编纂体例、纂写方

法、语言文字均属志体，其实质是一部出自民间的志书。这部志书是陇地编纂

的最后一部旧志。王宗维，字守贤，今东南镇菜园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卒于 １９６７年；曾任小学教师、第六区区长等职；民国三十四年

（１９４５）解职返里，于劳作之余编纂 《民国陇县野史》。志书断限上自光绪三

十二年 （１９０６），下讫１９４９年，手稿于１９６４年清抄成卷，未刊印，孤本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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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档案馆。《民国陇县野史》约４０万字，分上下两编、十二卷。上编八卷，

记述建置、寺庙、祭祀、古迹、名人、佳作、物产、田赋、仓储、度量衡、当

商、币制、社会、忠烈、名宦、贪官、名医、书画名家、清代知州；下编四

卷，为编年体，记录清末至民国期间的禁烟、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田赋、

征丁、差役、灾异等大事。该志是纂者白昼于农田躬耕，夜晚俯首案头查阅；

雨天、春节及两餐前后、傍晚黎明走千家、访万人，收录口碑资料；跋山涉

水，啃干馍、喝溪水、入坟场、钻寺庙；耗费近２０年心血，孜孜不懈撰写成

册的。这部志书是陇地旧志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其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加之

作者在编写中力求秉笔直书、客观公正，赋予了志书较强的存史价值，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地方志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陇地编修过两部寺庙志，均出自景福山道院，

第一部 《景福山云溪宫志》现已杳无踪迹，目前留存于世的仅有 《重修景福

山云溪宫志》。《重修景福山云溪宫志》由甘肃省镇原县平净庵住持席勤善编

纂，民国三十三年 （１９４４）秋始纂，翌年 （１９４５）冬成书。全志分两卷，卷

一包括序、古迹名胜、碑记，卷二含人物、山水、艺文、物产等，卷内无章

节。该志是陇县现存唯一的寺庙志，也是旧志中仅有的专门志，在陕西省也属

鲜见；该志记述了龙门洞的名胜古迹及其历史、现状，同时也记录了植物、动

物、矿产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此志对编修寺庙志具有引领作用。但是，这

部志也具有明显的缺憾：写景 “浮夸形胜，附会景物”，拼凑 “云溪八景”，

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记事中宣扬 “天人感应”，把自然界的异变说成是

“神”的意志。

陇地旧志，虽瑕疵多多，但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评价古人，而只能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从旧志中挖掘、梳理出的大量史实，为今人溯望历史、审视

当今、前瞻未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借鉴，其价值不容低估。

二

这次旧志校注，在陇地历史上尚属首次，具有探索性意义，并具开创之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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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志校注，选择校本是基础。此次校注母本的遴选，按照旧志校注选本唯

早、资料唯全、谬误唯少等基本原则，我们对陇地现存的８部旧志进行价值综

合评估后，最终选定 《陇州志》为校注蓝本。中国的地方综合志书，无外乎

三种：第一种是首修原志，上溯当地人类活动源头，下至修志最后断限，称作

通志，具体名称是在 “志”字之前冠以省、府、州、县之名，称为 《××县

志》《××省志》等。第二种是在原有志书的基础上增补资料，匡正谬误，延

长下限，谓之重修；其上限始于当地先民活动，下限至重修时确定的截止年

代。成书后的方志叫作 《重修×县志》《重修××省志》等，这种志书亦为通

志。新中国成立后的重修通志，一般已经不提 “重修”，而是直呼 《×县志》。

第三种是续接前志，重记 “当代”，纠正前误，谓之续修，纂成的志书名曰

《续修××县志》《续修××省志》等。现今的续修县志多不以 “续修”冠名，

而是称作 《××县志》《××省志》，并在志名后注明起止年代。旧志整理中，

首次注释一般都是将最早编修或重修的通志作为首选校注本。

陇地旧志中无重修志书，只有首修通志 《陇州志》和之后的续志；首次

校注陇地旧志，可供选择的只有 《陇州志》和 《陇州续志》。《陇州志》记述

了陇地有先民生息以来至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的历史，是陇地唯一的通志。

《陇州续志》未设定上限，对 《陇州志》中记述的历史资料进行了较多的增

补、考证、纠错，并续接前志记述了该志下限之前的史实。但是，其主要历史

资料绝大部分来自于 《陇州志》，《陇州志》是其源，《陇州续志》则为流；同

时，《陇州续志》的资料增补与纠错都是在一些历史事件的 “点”上，特别是

对 《艺文志》增补较多，而并非在 “面”上全方位展开。有鉴于此，我们经

过综合权衡，将成书最早的 《陇州志》选定为这次校注的母本。

《陇州志》的编纂机构　 《陇州志》是陇地可知的修志历史中第二次纂修

的成果，也是陇地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志书。古人修志，没有诸如今天的编委

会、办公室、编辑班子之类冗繁的组织机构。《陇州志》只在卷首的序、跋之

后设了纂志姓氏。纂志姓氏列有参与编纂的人员２８人，设纂修１人、同修３

人、参订７人、讨论８人、采访４人、校阅４人、督修１人。这些编修人员

中，同修陇州儒学学正郭述璞为举人，督修长宁驿驿丞杨景昂身份不详，其余

２６人皆为贡生、廪生，可谓是网罗了当时陇州的绝大部分文化精英，也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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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人才荟萃。

这部志的编修是浙江钱塘贡监、陇州知州罗彰彝。罗彰彝的身世，史籍无

考。我们翻阅大量资料后，仅知其是在清代康熙五十年 （１７１１）主政陇州的，

继任者佟钜在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接替了他的职务。照此算来，其在陇州担任知

州长达１９个年头。《陇州志》中的序、跋里，有多篇涉及罗彰彝本人。

代理凤翔府事白讷在序中说：

同寅罗君，武林宗匠久也，领袖词坛。刺陇以来，政通人和，庶

事毕举；因志乘缺略，慨然于文献无征，殚意沉思，旁搜博采，辑成

如干卷，于秋中之硕吉脱稿……

陇州知州黄士瞡在序中写道：

辛卯岁 （１７１１），堂台罗公以浙左名宿、当世雄才，来刺陇右，

整纲饬纪，政洽化流，庶绩已敷于此日，而表章尤著于将来……

陇州学正郭述璞在序中有言：

刺史罗公，以浙水伟人来牧兹土，经济文章双美无媲，政事之暇

兴思州志。

陇州训导马和义的序里有言：

今郡伯罗公以阀阅世家、经济宏才，奉命来牧兹土，剔弊恤残，

爱民养士，政教遍洽人心，民诵堪编周 《雅》。

郡人阎趝在跋中提及：

钱塘罗公，今守吾陇，鸿才伟略，德盛化神。期月间，振纲布

纪，庶绩维新，百度具举，州治顿改旧观。

罗彰彝在志书中的修志引里亦有言：

特以周询阖州绅士耆老，凡我陇州或有历古未载之逸事，以及今

之五十余年之见闻，各述所知，共相参酌，纂辑一书，存之永久，使

后之人睹前言往行，有择善是从之，则未必无补于陇地之声教雅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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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虽不无阿谀之嫌，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其中以及罗彰彝本人在序里

的心理表白中，窥见其为政为文的轮廓印象———励精图治、革弊求变、爱民养

士、文化功力深厚且重视弘扬传统文化。

正是由于有罗彰彝这样将纂修方志作为要责的知州，有这样一个高文化层

次的编辑团队，《陇州志》才得以面世，为后世珍藏了一批重要的历史资料。

《陇州志》的编纂过程　 《陇州志》究竟何时始修，志中未予提及，现在

一般都认为是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编纂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书稿告竣的时

间，其起根发苗，罗彰彝在序中自说道：

我圣天子奄有九围，式临万国，汇辑王会之舆图，创垂一统之大

业。壬辰冬，特命禁臣 轩莅止，丈量道里，绘画山川，取质志书，

凭为传信；而陇志阙如，无所徵考。窃唯承乏是邦，则政治之得失、

风俗之盛衰，与夫典章载籍、《礼》 《乐》 《诗》 《书》，皆其职也；

而独使志乘沦亡，方策具失，抑非守土之责欤？

这段文字告诉今人：清代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清廷统一组织了全国范

围的 “国情普查”，派钦差大臣莅临陇州丈量辖域、勘察地形、绘制舆图，翻

阅史志中关于州情的记载。但陇州无志，无处考证核实。这件事让身为文人，

又是陇州 “父母官”的罗彰彝深感无奈，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刺激，感喟：

“志乘沦亡，方策具失，抑非守土之责欤？”于是乎，他毅然决定编修州志。

依据罗彰彝的序及白讷 “于秋中之硕吉脱稿”之语，结合陇州训导马和义序

里言 “手书期月而成卷帙”，察看其他序、跋之后几乎一致标明写于康熙五十

二年 （１７１３）中秋的落款，我们可以确定 《陇州志》搭建班底、采访收集资

料、拟定纲目、动笔编纂的时间，当在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秋季。

《陇州志》编纂中，州府和编纂者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从志书中的多篇

序、跋中亦可窥见一斑。

罗彰彝在自己的序中说：

顾惭学植荒落，无作史之才与论史之识，曷克有当，唯以责任斯

专，又弗获以浅陋辞，于是?其残篇、辑其遗简，且询之群儒、访之

耆旧，周爰咨度，历期月而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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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州同黄士瞡的序里记道：

辛卯岁，堂台罗公……慨然州志沦亡，萃荐绅，咨黄发，搜诸残

编断简之余，欲更新为黼黻文章之盛，属余厥事。

陇州训导马和义在序里记道：

兹复加意州志，慨然以纂修为己任，用是讨论?辑、访之故老、

索之残编，手书期月而成卷帙，捐俸剞劂，以尽表章，甚盛善也。

郡人阎趝在跋中也有记述：

而政事之余复怆乎郡志之缺，劳心博采，咨之耆老，索之残篇，

举凡宪章典则、教纲维、山川、土田、鸟兽、草木，罔不抉摘?罗；

夜以继昼，手书汇辑成编，捐资剞劂，以传不朽……

这些就是今人目前可搜罗到的有关 《陇州志》编纂过程的仅有资料。分

析这些只言片语，我们能够依稀看出：罗彰彝纂修该志的基本史料源自于黄云

蒸 《陇州志》残片和咨询博古通今的文人、知情者；从组建班子到编纂告竣

历时期月，也就是说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并采取 “捐资助志”的办法于当年

开始刻印。罗彰彝在修志时采用的组建大班子、短时期内突击完成的方法，其

优点是短期内收获了编修成果，但也在志书中留下了瑕疵。

《陇州志》的基本概况　 《陇州志》刊印成书后共四册九卷，４８０页，约

６００００字。第一册为首卷，内容包括罗彰彝的自序，代理凤翔知府白讷、陇州

州同黄士瞡、陇州学政郭述璞、陇州训导马和义的四篇序文，阎趝撰写的跋以

及纂志姓氏、修志引、凡例、目录、陇州志图、图说。第二册包括卷一、卷

二、卷三。卷一 《方舆志》，主要记述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等；卷

二 《建置志》，主要记述了城池、衙署、学校、祀典、仓储、养济院、漏泽

园、关梁、铺舍、寺观等；卷三 《田赋志》，主要记述里甲、户口、田粮、盐

课、杂课、均粮清丈地界、驿站、物产、集市等。第三册包括卷四、卷五、卷

六。卷四 《官师志》，主要记述封建、名宦、官秩、武备、兵器等；卷五 《选

举志》，主要记述进士、举人、贡士、武宦等；卷六 《人物志》，主要记述先

贤、名达、封赠、孝义、节烈、贤妃、流寓、仙释等。第四册包括卷七、卷

八。卷七 《艺文志》，主要收录宸翰、文记、诗歌、纪略等；卷八 《祥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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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主要记述 “吉凶的征兆”等奇异自然现象。

《陇州志》的主要特色　总体而言，罗彰彝主持编纂的 《陇州志》是一部

成功之作，这部志的主要特点集中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结构体例比较完整合理。《陇州志》除首卷外，主体部分共八卷，卷下设

目，目下设有一级子目，有些目下还设有二级子目，为卷、目、子目结构。

６００００字左右的篇幅，这样的篇目设计是比较合理的。在三级 （或四级）结构

中，志书除首卷外，将主体部分分为方舆、建置、田赋、官师、选举、人物、

艺文、祥异八卷。这种分类，既符合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修志理论要求，也符

合陇州的地域实际；能基本反映陇州的历史和修志时的现状，且记写方便、不

易重漏。卷下各目设列得当，有效地避免了交叉重复、内容遗漏。志书在目下

设列若干子目，子目设置灵活，宜则设置，不宜则弃，既清晰了条理，又避免

了子目虚设、小题大做。诚如郭述璞序中所言，做到了 “条分缕析”。

记述内容比较全面丰富。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属性，亦是志书的生命所

在。一部志书的优劣，根本在于资料是否翔实。在印刷技术落后的时代，古人

编纂方志首先必须前瞻刊印之难度，一般都要严格控制体量。受篇幅限制，许

多应记之事被刻意略去；诸多应当详记之处只能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给后世

留下了历史真空或造成阅读困难。明代进士、著名文学家、翰林院修撰康海编

纂的 《武功县志》，是其重要著述之一，也是享誉全国的旧志，是明代 “关中

八志”之一。但全志只有２００００余字，文笔虽然简洁，字字珠玑，但史料简陋

到了只提出线索，读者必须借助多种资料和工具书来研读。即便如此，许多省

去的内容今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取。明代 “关中八志”其余７部中，王九思的

《县志》、刘九经的 《县志》已经失传，内容详略无法知晓；吕籹的 《高

陵县志》、孙丕扬的 《富平县志》、张光孝的 《华州志》资料尚算充实；乔世

宁的 《耀州志》仅５０００字，韩邦靖的 《朝邑县志》只有６０００字，充其量也

就是当今人们介绍一县之历史与现状的地情文章，许多历史事件均一笔带过，

资料价值实在称不得高。

《陇州志》在编纂中花费了巨大的气力。编修中搜集旧志残片、采访知情

耆老的过程前文已叙，不再赘述。翻阅已成志书，单是６００００字上下的篇幅，

在旧志中已经属体量较大的。修纂者以这些文字为载体，记述了陇州的方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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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田赋、官师、选举、人物、艺文、祥异等方方面面，具有相当高的资料

价值，基本反映了辖域内的历史与 “现状”。确如郭述璞序中所言：

展斯志也，举古今、全陇若列星，则凡山河、城郭、土田、生

齿、财赋、风俗，以及忠孝节烈、荐绅先生宛然在目，俾披阅之下，

恍然进一大观矣！倘得所在皆然，从几席之上，不可周知天下之大、

古今之故哉！

黄士瞡序中的评价，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亦不乏真知灼见：

书既竣，捧而阅之，山川如此其昭昭矣，田赋如此其井井矣，人

物土风如此其表表矣，城郭、仓庾、关梁、坛刹如此其彰明，故家遗

政、忠孝节烈如此其较著矣。不禁欣然而慰曰：其为古今之悉备、巨

细之毕彰、隐显之具载，而无间然者；虽属一州之志，而于以备我圣

朝 轩之采，为方策之垂，洵足征也，而不宁唯是。

顾是书也，俾一展卷，如入万花之谷、登群玉之峰、游五都之

市，众宝毕陈，千秋在目。其良工心苦、继述功高，殆才以发之、学

以成之、精以结之、力以充之，是以吐词成章、立言明理，播之当世

而法可，传之奕祀而可久也欤！

资料丰富、详略得当、遗漏较少，诚是 《陇州志》的一大亮点。

地方特色比较鲜明浓郁。地方性是方志的显著特征，一部方志的地方特色

是否凸显，直接决定其质量的高下。《陇州志》设立了许多域内特有的目、子

目，不惜笔墨专项记述陇州独具的事与物，在概括叙述历史或事物概貌时浓墨

重彩、大书有特色的亮点，强化了志书的地方个性。陇州地处古丝绸之路要

冲，境内关山是秦陇间的屏障，在历史上是中原政权与西部少数民族间的重要

分界，也是 “关中五关”里的西塞大震关之所在。在古代，陇州境内关塞常

设、位置名称多变，陇关道上驿站相继、铺舍星罗，历代均驻重兵把守，军事

机构屡有变更；文人骚客往来不断、脍炙人口的诗篇层出不穷。《陇州志》专

设 《艺文志》和关梁、铺舍、驿站、武备、兵器等目给予重点记述，赋予志

书以强烈的地方色彩。

语言文字比较精练准确。语言文字是志书的记事工具，文风是否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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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表述是否简洁精准，纪事是否文约事丰，对志书的质量至关重要。康海的

《武功县志》、乔世宁的 《耀州志》、韩邦靖的 《朝邑县志》能以区区两万多字

甚或五六千字出奇制胜，从众多志书中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精湛

的文笔。《陇州志》的语言文字也是相当精彩的。在文风上，《陇州志》完全

符合志书 “记述体”的规范；在文字上，《陇州志》表述简洁、精练、准确，

基本达到了用最简省的文字，精确记述事件始末。纂者对文字卓越的驾驭能

力，亦为 《陇州志》增添了光彩。

纂写形式有所突破创新。创新是一切事物永葆活力的不竭源泉，方志编纂

亦是如此。溯望中国方志走过的历程，我们即可清晰看见它的运动轨迹：在实

践中积累经验，在已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完善、丰富、提升理

论，再用公认的既成理论指导修志实践。方志理论的丰富、发展、提升，离不

开一批敢于率先吃螃蟹的修志人的勇敢创新。《陇州志》的编纂者即在编修实

践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其创新集中表现在于卷、目之前设立小序综述议论以

及在卷、目之后阐发观点。

《陇州志》卷一 《方舆志》开篇，纂者就写有一段序引：

尧封禹甸，九野以经。纲维枢轴，俯仰平成。棋列绣错，岳峙渊

?。高山大泽，脉络分明。域以疆界，区土为民。扼塞西陲，?求阙

宁。为方志舆。

小序简明扼要，勾勒了中国行政区划及其分区治理的历史渊源，点明了陇

州的方位和位置之重要，提纲挈领地统领了之后的内容。

《陇州志》卷五 《选举志》末，编纂者撰写了一大段议论：

论曰：自乡里选之法废，而科举遂为定制，士匪此无由登进。此

次，则有明经，然而科目有盛焉，有衰焉，虽关气运，亦繇人事。陇

好多材，曩时积学之士，骋长驾于云路，展遗足于天衢， “我黻子

佩”，济济林立。有若阎太傅一门，凤毛鸾羽兵萃，庭阶豹变龙跃，

竞美当代，可不谓繁衍赫奕焉？而兹乃寥寥绝响，抚今追昔，感慨系

之，良由丧乱频经，兵刑气盛，则诗书道微，要亦一时之偶厄，非必

菁华已竭，光焰遽熄也。欣逢我莪圣天子，菁莪蒶朴，崇道右文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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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载，海内向风诸士，复彬彬讲学，敦礼乐而兴文雅，显烁已有其

渐，愿益相与励之，攀鳞附翼，复建昔人勋名。予窃欣观其盛焉！

这段文字对国家选举制度和 《选举志》中所记史实予以总体评论，分析

了历史上 “陇好多材”，而到清代人才式微的原因；勉励陇州学子在国家文化

复兴的势态下 “攀鳞附翼，复建昔人勋名”，且 “予窃欣观其盛焉”！

诸如此类的论说，在 《陇州志》里多次出现。“述而不作”是其时修志的

基本规范，时至今日仍在延续。《陇州志》于史实的关键之处阐发议论、彰明

因果，表明作者的立场、观点，显然是吸收了史书的优长。《陇州志》的编纂

者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突破窠臼，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果，甚至直

接揭示其真相，对于读者全面审度志中所记史实不无裨益。在现今新方志的编

纂中，于卷、编、章前撰写无题小序以统领下文，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则。新方

志编修虽仍然沿袭着古人 “述而不作”的基本原则，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制定的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明确规定 “交代背景，反映与本行政区

域外的横向对比” “述体中的必要议论适度，不空泛”，方志界将此称之为

“画龙点睛”。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形成与确立，是前人艰辛探索结出的果

实。《陇州志》在３００年前即打破方志编纂的传统方法，其在实践中积极求索

的精神难能可贵。

当然，《陇州志》也有瑕疵，诸如在政治观点上，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

的立场，通篇为其歌功颂德，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功绩反映极少；结构上有

些目或子目设置别扭，归属不顺；内容分布上体量多少悬殊，卷八 《祥异志》

确只有百余字，有些目下仅有寥寥数十字；一些资料缺乏缜密考证，致使其不

准甚或错误；文字上过分强调简明精致，雕琢痕迹明显等。这些缺憾，前人亦

曾作过评说。

清代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陇州知州吴炳在 《陇州续志》的序言里就曾

指出：

陇志祗黄、罗二书，罗志以黄志为蓝本，踵讹袭谬，其弊大要有

二：一则勇于自是，一则惮于考古，遂至舛误不可胜言。

吴炳还具体列出了 《陇州志》中的几处资料差错，并在自己纂修的 《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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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续志》中对前志错谬给予纠正。

《陇州志》虽然还存在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不能在物质文化都

已高度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用现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今人占有的丰富资

料衡量古人的作品，对其吹毛求疵、过分苛求。总体而论，《陇州志》不失为

一部较好的州志，它对保存陇地历史、传承陇地文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古人为后世资政教化留下的丰厚遗产，值得对其校注，也值得陇县及一切关

心陇县的今人一读。

三

整理旧志在陇县尚属首次，这对校注者而言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无任何经

验教训可资借鉴，其难度相当之大。好在其他地方已有大批校注志书出版发

行，为我们校注 《陇州志》提供了范式。

《陇州志》编纂成书距今已有３００余年，历经沧桑，现在存留于世的完整

志书已经寥寥无几。陇县目前能够见到的 《陇州志》，只有两套。其他有关

《陇州志》的历史资料，亦寥若晨星。由于资料欠缺，我们仅能从 《陇州志》

首卷的序、跋中看出，该志于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成书并刊印；又从此次所

选校注母本中收有罗彰彝清代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的三篇作品得知，该志于

１７２５年后重新刊印过。但重印时除增添了罗彰彝的 《改建文昌宫解》《改建魁

星阁说》《文宫八景诗》外，对志书的其他内容和文字是否进行过修订以及变

动大小，我们无法考证。遵从古迹整理的基本原则，借鉴其他地方校注志书的

成功范式，我们在本次 《陇州志》校注中，恪守了四大原则。

忠于原著。忠于原著是古籍校注的基本原则。大凡古籍校注，几乎都是校

注者综合评估后，遴选出自己认定的古籍善本，尔后以此为蓝本，参考该书的

其他版本及相关资料，纠讹补漏，添加注释。在纠正差错、补齐遗漏、加注解

惑的过程中，必须符合原著者的意图，不得破坏原作的整体统一，不得随心所

欲或者按照校注者的揣度改变作品中的文字，也不能依据该古籍的其他版本对

所选原著作过多地加减。此次校注 《陇州志》，我们将忠于原著作为第一原

则，主要是将志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统一改为规范的简化汉字，对志中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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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错别字进行加注处理。虽然对志书中个别结构不顺之处略有梳理，但变动

极小且对内容毫无影响，只是在结构顺畅方面锦上添花，保持了所选版本的原

貌和本真，呈给读者的是一部原汁原味的 《陇州志》。

纠错勘误。纠正原著中的错讹，补充其因文字过简而使读者不易读懂的内

容，是古籍校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在 《陇州志》校注中，我们既坚持

了忠于原著的基本原则，也对原著中确属错记、误记的史实，在翻阅了大量的

相关资料进行考证后，采用段后注的形式给予纠正。

《陇州志》中凤翔府代理知府白讷在序中说：

而陇州居郡城以西，左陇山而右水，面五峰而枕灵谷，其地更

为要害。

序中所说郡城指凤翔府所在之地，但白讷 “左陇山而右水”之说中的

“左陇山”，存在着将岍山误作陇山的明显错误。我们采用加注之法给予纠正：

左：方位名，与右相对；如面向南，则东为左。这里的 “左陇

山”有误，志书的作者将陇州城东北的岍山误记为陇山。岍山属鄂

尔多斯地台南缘，陇山为六盘山南段的别称，二者不是同一山系。陇

山在方位上处在陇州城西南，当属陇州城之右。

《陇州志》卷四 《官师志》中记载：

俞谅，长宁驿百户，浙江长兴人，洪武三十二年任。

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帝王年号，朱元璋在位只有三十一年，俞谅洪武三

十二年任职显属误记，在能见到的资料中，关于俞谅的记载极为鲜见。经对有

限资料反复分析、综合研判后，我们判断其任职时间当为洪武三十一年

（１３９８），但因无确凿资料支撑，遂作如下处理：

洪武三十二年：洪武皇帝在位三十一年，此处 “二”疑为 “一”

之误。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

在 《陇州志》卷七 《艺文志》里，收录的华亭县令马魁所撰 《修龙门洞

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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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者，丘处机也。在宋，劝徽宗选贤以救遗黎。弗纳。迨宋

亡，誓不食金元禄，隐于终南。道既成，蒙古主使耶律楚材求之，因

遁于斯，蜕蜕焉。

此段文字所述史实与历史本真差之甚远，特别是 “在宋，劝徽宗选贤以救

遗黎”的记述，时间相差数百年。我们对其作了纠错注释：

在宋，劝徽宗选贤以救遗黎：徽宗，指宋徽宗赵佶；遗黎，遗

民。这句话所讲的事实不能成立。宋徽宗死于公元１１３５年，而丘处

机生于徽宗死后的第１３年，即公元１１４８年，故两人见面绝无可能。

诸如此类的勘误还有多处。经过加注纠错后，基本消除了 《陇州志》中史

实、知识和文字的 “硬伤”。阅读校注志书文本，免去了读者查阅资料之劳顿。

释疑解惑。释疑解惑是古籍校注的重点工作，也是我们校注 《陇州志》的

主要任务。此次旧志校注，校注基准的定位为高中文化程度者均能读懂的水平。

我们对全志进行了标点断句、段落划分，消除了因志书中目与子目下不分段落、

全志无标点符号，今人阅读困难之虞。同时，注者对过简的史实、艰涩的字词、

官职、地名、人名、帝王年号、干支纪年均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仅此方面的注

释在校勘本中即达数千条２０万字，大大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障碍。

理顺条理。《陇州志》中尚存在着目录收录标准不统一，目录与正文中的

目题不尽统一、个别目或子目的分类体系与全志不相协调等问题，我们在坚持

忠于原著的前提下，对其作了微调处理。

从 《陇州志》目录所列内容看，纂者的意图是标注清 “卷”与 “目”，但

在实际收录过程中，许多应该收入的 “目”未被录入，其原因主要是纂修者

对目与子目辨析不清所致。《陇州志》首卷包括了序言 （五篇）、凡例、目录、

陇州志图 （五幅）、图说五个方面的内容，但收入志前目录的只有本属于陇州

志图目下一级子目的州境图、吴山图、州治图、学宫图、公署图名，而将高其

一级的目题全未录入。我们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中，将序言 （五

篇）、凡例、目录、陇州志图、图说作为目收入目录，而将五幅图名收入陇州

志图目下的一级子目。 《陇州志》目录中，卷一 《方舆志》里列有沿革、星

野、疆域、形胜、山川、古迹、陵墓、风俗八目，在校注中经反复研判发现，

·８１·



校注前言

志书的内容里只有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属于目级，而山川、古迹、

陵墓是形胜目下的一级子目；八景严格说来只是一级子目古迹下的二级子目，

但作者显然是为强调其地位而作了升格处理。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

录中，我们将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列入目中，将山川、古迹、八

景、陵墓作为一级子目置于形胜目下。《陇州志》目录中，卷二 《建置志》里

列有城池、衙署、学校、祀典、仓储、关梁、铺舍、寺观八目；经反复研读志

书内容后确认，城池、衙署、学校、祀典、仓储、养济院、漏泽园、关梁、铺

舍、寺观十个方面的内容当属同一级别 （尽管有的条目下记述极其简单，但又

无法归并入其他目内）。我们遂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中将属于目级

的内容列入目中；将州城作为一级子目列于城池目下，在衙署目下列入了察

院、布政司、按察司等十五个一级子目；于学校目下设立了学基、大成殿、岍

山书院、社学、学田一级子目；在祀典目下设先师庙祭、社稷坛、风云雷雨山

川坛等十三个一级子目。 《陇州志》目录中，卷三 《田赋志》列有甲里、户

口、田粮、杂课、驿站、物产、集市七目，经研判志书内容后认定目中漏掉了

盐课、均粮清丈地界两目。我们遂将其列入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之

目；并在田粮目下新列更名、军屯、学田、庙粮一级子目，在驿站目下新列州

站、长宁驿一级子目，在物产目下新列谷物、蔬类、果类等十二个一级子目。

《陇州志》目录中，卷四 《官师志》列有封建、名宦、秩官、武备、兵器五

目；我们按照志书中所述内容及层级，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里，

于各目之下列入了相应一级子目。《陇州志》目录中，卷五 《选举志》列有进

士、举人、贡士、武宦四目；我们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里列入了

明、国朝一级子目。《陇州志》目录中，卷六 《人物志》列有先贤、名达、封

赠、孝义、节烈、贤妃、流寓、仙释八目，其中目录中的贤妃在书内正文中题

名为妃；我们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里凡有子目的目下列入了一级

子目名称。《陇州志》目录中，卷七 《人物志》列有宸翰、文记、诗歌、纪略

四目；我们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里，于各目之下列入了相应一级

子目。 《陇州志》目录中，卷八 《祥异志》只有祥异一目，我们在新设立的

《陇州志》校注目录里，于目下列汉、唐、宋、元、明、清一级子目。

《陇州志》正文中目题与志前目录不统一的问题，只存在于卷六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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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妃”一目中，此目在志前目录中为贤妃；我们将正文中的妃改作贤妃，

使之不仅与目录保持了统一，而且与该志中的其他目名也更加协调。 《陇州

志》卷四 《官师志》秩官目下，设明 （代）、国朝为一级子目，将知州、同

知、判官、吏目、学正、训导等官职名称作为二级子目撰写，这与其他志或目

中先按事物属性分类设置目或子目、再按朝代顺序记写的编纂范式相悖，也违

背了志书的基本编纂理论与原则；且官名只在朝代一级子目下的明 （朝）出

现、在国朝一级子目下未标明，如果不细观下文，则不知国朝子目下所记人物

为何官，眉目极不清晰。我们对其作了将官名提在朝代之前升格为一级子目、

将朝代降级作为二级子目的处理，保证了全志格式的统一，使读者读之一目了

然。此类问题也存在于卷五 《选举志》里。《选举志》中对进士、举人都是以

学历为目分类、将朝代作为一级子目记述的；但对贡士的记述未设贡士目题，

而是直接以朝代为目，在朝代下列岁贡、选贡、恩贡一级子目记述。我们对其

作了在朝代前增加贡士一目，降朝代为一级子目，降岁贡、选贡、恩贡为二级

子目的处理。如此一来，贡士目统领了一级子目明 （朝）、国朝，岁贡、选

贡、恩贡成为朝代下的二级子目，眉目豁然清晰。

这样处理，既没有违背忠于原著的基本原则，又厘清了 《陇州志》中志、

目、子目、一级子目、二级子目的层级关系，确保了原志目录与正文中标题的

统一，使志书的结构布局和书写方式更趋一致。

整理校注古籍，是历史赋予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是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必行之路；也是今人借用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从中获得经验教

训、汲取智慧结晶，为 “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加力提速的捷径。

古为今用，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让陇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出馆藏深闺，

融入人民群众，助推脱贫攻坚，为打造宝鸡副中心、建设幸福新陇州服务，是

校注 《陇州志》的出发点和目标所向，但愿我们的愿望能够成真。囿于我们

是初涉古籍校注，加之时间紧、资料少和知识、阅历所限，《陇州志》校注本

中差错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在之后的修订中日臻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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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注以陇县档案馆存藏的 《陇州志》木刻本为底本，参阅了陇县图

书馆藏 《陇州志》、台湾影印本 《陇州志》，择善而从。

二、校注以 《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

汉语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古今同姓名大辞典》等工具书，《重修凤

翔府志》《陇县志》及相关史书、专著为依据。

三、篇目顺序保持原貌，全书依照现行标点符号规范用法断句标点，根据

内容分段，改竖排为横排，原志中双行小字用括号标出。

四、全书统一使用简化字编排，凡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均转化为规范

化标准简化字，人名、地名、书籍名保持原字体不变，俗字、错讹字改为标

准、正确、规范的现代汉字；通假字、假借字一般仍依其旧。

五、校注采用段下注，多次出现的应注内容只在首次出现时出注，一般不

予重复注释。

六、出注人物在括号内注明生卒年月，并在括号外注字、号、籍贯、主要

事功。

七、地名指明辖域和对应的当代地域；山水名注明现名及所在地，名山、

名水概述其重要性及相关历史事件；星野注明与陇州对应星宿的区位。

八、职官概述其沿革、品级、权责；科举制、爵位制、铨选制注释所记朝

代的概况，简介不同朝代的沿变。

九、帝王纪年、干支纪年，一律出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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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献概述大意，简述作者；典故简略注其大意。

十一、史实过简者予以出注详述，错讹或不准者纠错、校正；生僻字词加

括号注明读音，并释其意。

十二、文言虚词 （字）一般不注，特殊情况下出注其词性、作用和在注

文中的用法；特殊语句简述结构，阐述注文用法；古字、通假字、假借字出注

解释；诸说并存的出注内容，注明诸说。

十三、附图均为志中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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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首卷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陇州志》序

古者封建①五等②，诸国③皆有史以纪政④。后世罢⑤封建为州郡⑥，亦必有

图志⑦，以具述⑧其事。盖以⑨疆域既殊、风俗各异，山川有险要?塞⑩之当

备瑏瑡，州郡有建设瑏瑢割隶瑏瑣之不常瑏瑤。至于一士之行、一民之谣，皆有不可泯焉

者瑏瑥，非笔之于书则不能也。

注　释

①封建：古代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王晓明 《吕氏春秋通诠》载： “封

建，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该区域内建

立邦国。相传黄帝为封建之始。”

②五等：爵位的五个等级，说法不一。《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凡五等。”《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疏》：“盖以 《孟子》所言则周制，而 《王制》所言，则

夏商之制也。”

③诸国：诸，众、各。诸国，众国、各国。

④纪政：纪，通 “记”，记载、记录的意思；政，政治、政事。纪政，记

载政事。

⑤罢：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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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州郡：州郡皆为地方行政区划。州，秦与汉代前期有 “九州说”“十二

州说”，皆为传说中的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并不存在；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

权，始于京师附近地区外，分境内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置刺史，巡

视境内；东汉末，州始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历魏晋南北朝不改；隋废

郡存州，旋改州为郡；唐复改郡为州；宋属于路，元属于路或府，明清时属于

府，其不属于府而属于省的，则称为直隶州。郡，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

在边地设县，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边

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

增加到四十多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

⑦图志：兼有地图的地方志书。

⑧具述：具，全、都。具述，方方面面予以记述。

⑨盖以：盖，连词，连接上句，表示推论原因；以，因为。盖以，是因

为。

⑩险要?塞：险要，地势险峻而为交通必经的要地。?，通 “厄”，险

要；塞，要塞，边界险要之处。?塞：险要要塞。

瑏瑡当备：当，应当；备，完备、齐全。当备，应当完备齐全的。

瑏瑢建设：设置、创立、发展。

瑏瑣割隶：割，分割、划开；隶，附属、属于。割隶，隶属关系变化。

瑏瑤不常：不，表示一般的否定；常，经常、常常。不常，不经常。

瑏瑥不可泯焉者：泯，灭、尽；焉，语气词；者，指示代词，代指不可泯的

史事。不可泯焉者，不能灭失净尽。

《周礼》①职方氏②掌天下图籍，辨其邦国、都鄙③、蛮④、陌⑤、羌⑥、翟⑦

之人民⑧；稽⑨其田里、户口、贡赋、财用之数要⑩。至于九谷瑏瑡之所宜、六畜

之所产，未尝瑏瑢不占毕瑏瑣而纪其详。

注　释

① 《周礼》：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记载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堪称汉族文化史之宝库。

②职方氏：官名， 《周礼》中记载夏官司马所属有职方氏，设中大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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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六人，以下尚有府、史、胥、徒等人员，掌天下之

图，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戒、六狄之人民与其物产

财用，知其利害得失，规定各邦国贡赋。

③都鄙：都，京师；鄙，边疆，边远的地方。

④蛮：中国古代对南部少数民族的称呼。

⑤陌：疑是 “貘”字之误，貘为中国古代东北部一个民族。

⑥羌：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民族。

⑦翟：通 “狄”，中国古代北部的一个民族。

⑧人民：平民、百姓。《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

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⑨稽：考证、考核。

⑩数要：数，几、几个；要，要领、关键。数要，几个关键的要素。

瑏瑡九谷：九，泛指多数；谷，谷物，庄稼和粮食的总称。九谷，多种谷

物。

瑏瑢未尝：未，不、没有，不曾；尝，曾经。未尝在这里加在否定词前面，

构成双重否定。

瑏瑣占毕：简策。

今夫①陇虽蕞陋②，关山③蔽亏④，河⑤荡驶，固⑥势胜⑦之地也。况⑧自

非子⑨崛起，主马蕃息⑩，列为附庸瑏瑡，秦业基瑏瑢之。嗣是瑏瑣，襄公瑏瑤以兵瑏瑥送平

王瑏瑦，文公瑏瑧遂有周之余民瑏瑨，开疆启土，气势勃兴。始皇瑏瑩混合区宇瑐瑠，特表瑐瑡

陇为秦之西门，势綦重已瑐瑢。迨瑐瑣后，历代名臣祭遵瑐瑤、来歙瑐瑥、韦皋瑐瑦、马燧瑐瑧

诸公，皆以扼形胜瑐瑨、制险要瑐瑩，奏厥瑑瑠肤功瑑瑡，抑何瑑瑢雄瑑瑣欤！

注　释

①夫：语气词，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

②蕞 （ｚｕì）陋：蕞，小的意思；陋，边远地区。蕞陋：偏僻的小地方。

③关山：陇山的别称，因陇山在秦汉时期设有著名关隘———陇关 （后改大

震关、安戎关）而得名。陇山是六盘山南段的别称，也称陇坂、陇坻，在陕西

省陇县西北，延伸于陕甘边境，南北走向，延长约１００千米，海拔２０００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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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山势陡峻，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

④蔽亏：蔽，遮挡、遮蔽；亏，缺、欠。蔽亏：因遮蔽而半隐半显，可理

解为隐藏于关山之中。

⑤河：千河的故称，又称 （千）水，因流经陕甘交界处岍山脚下得

名。渭河支流，发源于甘肃省张家川县唐帽山南麓海拔２４２８米的石庙梁 （一

说为甘肃省华亭县麻庵乡庙岭梁），流经甘肃省张家川县、华亭县，陕西省宝

鸡市陇县、千阳县、凤翔县、陈仓区，在宝鸡市东石羊庙底店村汇入渭河；干

流总长１５２６千米，流域面积３４９３平方千米。河自陇县固关镇柴家嘴上官

厂、唐家河两处流入陇县境内，至东风镇交界村出境入千阳县，陇县境内流长

６８７５千米。

⑥固：本来、诚然。

⑦势胜：势，形势、气势；胜，优越美好。势胜，气势、气象优美。

⑧况：何况、况且。

⑨非子：即秦非子，周代秦人的始祖，嬴姓部落首领。居于犬丘 （今甘肃

省礼县东北），善于养马，受周孝王之召，主管养马于水、渭水之间。后来

封于秦。秦，一说在今甘肃张家川县东，一说为今陇县东南镇磨儿原村。

⑩主马蕃息：主为掌管之意，主马即掌管马匹饲养；蕃息，蕃为繁殖之

意，息为滋息、生长。主马蕃息，掌管马匹繁殖生长，即掌管马匹饲养。

瑏瑡附庸：西周、春秋时分封的小国国君。《礼记·王制》：“附于诸侯曰附

庸。”郑玄注：“小城曰附庸。”原意为小城，引申为次于诸侯的小国国君。秦

的祖先非子被周孝王封 “为附庸，邑之秦”；后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

功，方被封为诸侯。

瑏瑢基：基础、根基。秦业基之，意为奠定了秦国的基业。

瑏瑣嗣是：嗣，随后、此后；是，系词。嗣是，随后、之后。

瑏瑤襄公：即秦襄公 （？—前 ７６６），春秋时秦国的创立者，嬴姓，名开，

公元前７７８—前７６６年在位；西周灭亡时，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赐

岐山 （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之地；后在进攻西戎中，死于岐。

瑏瑥以兵：以，用。以兵，用兵。

瑏瑦平王：即周平王 （前７８１？—前７２０），周幽王之子，名宜臼；幽王被犬

戎所杀，平王即位，以避犬戎，东迁洛邑，是为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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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文公：秦文公 （？—前７１６），嬴姓，名不详，秦襄公之子，春秋时期

秦国国君，前７６５—前７１６年在位；在位期间设史官以纪事，收编周朝遗民，

扩地至岐山以西，制定罪诛三族的刑法；时秦人已完全定居，从事农业。

瑏瑨余民：遗民。

瑏瑩始皇：秦始皇 （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名嬴政，秦庄襄王之子，战国时秦国

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前２４６—前２１０年在位，即位时１３岁。前２３８年亲政

后，次年免去吕不韦相职。前２３０年灭韩至前２２１年灭齐，用１０年时间消灭

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分全

国为３６郡、郡下设县，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国家一切重大事务由

皇帝决定，自己即为始皇帝。

瑐瑠混合区宇：区宇，疆域、区域。混合区宇，合并疆域，指统一六国。

瑐瑡表：表彰、显扬。

瑐瑢势綦重已：势，形势；綦 （ｑí），极；重，重要、重大；已，语气词，

同矣。势綦重已，形势极其重要。

瑐瑣迨 （ｄàｉ）：等到、到，及。

瑐瑤祭 （ｚｈàｉ）遵：祭遵 （？—３３），东汉初颍川颍阳 （今河南许昌西）

人，字弟孙；初从刘秀转战河北，为军市令，执法严明，迁刺奸将军；建武二

年 （２６）任征虏将军，封颍阳侯；后北拒割据渔阳的彭宠，攻占其地；建武九

年 （３３）进攻隗嚣时，死于军中。

瑐瑥来歙 （ｘī）：来歙 （？—３５），东汉初南阳新野 （今河南新野南）人，

字君叔；初事刘玄为吏，旋归刘秀，任太中大夫，说隗嚣归汉；后嚣叛，他以

精兵悉破其众，尽取陇右；建武十一年 （３５），率军入蜀攻公孙述，被公孙述

派人刺死。

瑐瑦韦皋：字城武 （７４５—８０５），唐京兆万年 （唐宋时期古县名，辖域约在

今西安市临潼区北）人；德宗 （７７９—８０５在位）时，官至检校司徒兼中书令；

贞元 （７８５—８０５）初，代张延赏为剑南西节度使，在蜀２１年，经略滇南，曾

遣使与南诏通好，封南康郡王。永贞元年，王?、王叔文当政，皋请兼领剑南

三川未获许可，上表请皇太子李纯 （宪宗）监国。后，以暴疾卒。新、旧

《唐书》皆有传。

瑐瑧马燧：字洵美 （７２６—７９５），汝州郏城 （今河南郏县）人，唐代中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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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少与诸兄一起学习，又攻兵书战策，多谋略；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安史之

乱爆发，曾劝范阳留守贾循倒戈，事泄脱逃；宝应 （７６２—７６３）中，被泽潞节

度使李抱玉推荐为赵城尉；大历十年 （７７５），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大历十四年

（７７９），迁河东节度使；建中二年 （７８１），加检校兵部尚书，征讨叛将田悦大

获全胜，以功加尚书右仆射；贞元元年 （７８５），率军连败李怀光，平定河中，

迁光禄大夫；贞元二年 （７８６），吐蕃扰边，燧率军出击；贞元三年 （７８７），

在平凉与吐蕃会盟遭劫，被剥夺兵权，备受德宗冷落，降为司徒兼侍郎；贞元

十一年 （７９５）病逝，德宗为之辍朝四日，追赠太尉，谥号庄武。

瑐瑨形胜：地势优越便利。

瑐瑩险要：地势险峻又为交通必经的要地。

瑑瑠奏厥：奏，臣子向君主进言、上书；厥，代词，其。

瑑瑡肤功：肤，大。肤功，亦称肤公，大功。

瑑瑢抑何：抑，连词，相当于则；何，副词，多么的意思。抑何，则是多么

……

瑑瑣雄：雄壮、宏大、威武、强有力。

即自甲寅①寇变②，王师③壁垒④咸关⑤，捍蔽⑥三载，卒⑦能歼狂丑⑧于回

中⑨，殛⑩巨憝瑏瑡于陇坻瑏瑢，率皆瑏瑣居险出奇瑏瑤，为制胜之术。陇诚岩疆瑏瑥重地，

系乎全秦瑏瑦之安危。辟之身瑏瑧，为咽喉呼吸之官瑏瑨；辟之家瑏瑩，为锁钥瑐瑠关键瑐瑡之

固也。所关岂浅鲜瑐瑢哉？

注　释

①甲寅：干支纪年中的甲寅年，这里指清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

②寇变：清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十二月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因撤藩叛

乱，自称周王；康熙十三年 （甲寅年，１６７４），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叛乱，

派总兵蔡元攻克陇州城，夺印执官，掠据仓库、驿站，后被清军收复；十四年

（１６７５）二月十一日，清将洞鄂佛尼勒占据陇州关山，数日后清叛将李黄莺绕

据关山顶伐木塞道、扼据险要；清军佟、达二将军屯兵咸宜关，双方对峙，田

荒民散。

③王师：天子的军队，指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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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壁垒：古时军营周围的防御建筑物。《汉书·黥布传》：“深沟壁垒，分

卒守徼乘塞。”

⑤咸关：咸宜关的简称。咸宜关位于陇县城西２０余千米的曹家湾镇西南，

是唐代以后设于陇山、扼控东西的军事要塞，设关具体年代不详。咸宜之名始

见于 《资治通鉴》：“五代梁贞明六年 （９２０），蜀使王宗俦将兵伐岐，出故关，

壁于咸宜。”宋、金对峙时，咸宜为宋将吴、吴瞞收复秦 （天水）、陇

（州）、凤 （州）的屯兵之地；明正统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间，关山路阻，改从

咸宜凿山开道径通秦、凤，并设咸宜关巡检司，始名咸宜关。清代，康熙五十

二年 （１７１３）改咸宜关为咸宜铺，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改设咸宜关都司防

守，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咸宜关改为腰站，为陇州西部重镇。

⑥捍蔽：捍，抵御、保卫；蔽，遮挡、遮蔽。捍蔽，藩篱、屏障，在此处

形容朝廷的军队像藩篱、屏障一样抵御、守护着关隘。

⑦卒：终于。

⑧狂丑 （ｃｈǒｕ）：丑，恶、凶。狂丑，穷凶极恶的叛军。

⑨回中：古地名，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

年：“出鸡头山，过回中。”《史记正义》引 《括地志》：“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

四十里。”《后汉书》卷十五 《来歙传》： “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 《注》

曰：“前书音义曰回中在。，今陇州源县也。”

⑩殛 （ｊí）：诛杀。

瑏瑡巨憝 （ｄｕì）：憝，奸恶、恶人。巨憝：罪大恶极之人。

瑏瑢陇坻 （ｄǐ）：坻，同 “?”，意为山坡；《文选》张衡 《西京赋》有 “右

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之言。陇坻，陇山的别称。

瑏瑣率皆：率，一律、一概。率皆，一概都是。

瑏瑤居险出奇：扼据险要，以出奇兵。

瑏瑥岩疆：岩，高峻的山；疆，边界。岩疆：高山界地。

瑏瑦全秦：指整个陕西。

瑏瑧辟之身：辟，通 “譬”，比喻、打比方；之，代指陕西。辟之身，比方

说陕西是身体。

瑏瑨官：器官。

瑏瑩辟之家：譬如陕西是家，比方说陕西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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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锁钥：锁，锁链、用以扃 （ｊｉōｎｇ）闭的金属器具；钥，钥匙。锁钥：门

锁与钥匙。

瑐瑡关键：键亦作 “楗”，指闭门的横木和加锁的门扇；《老子》中有 “善

闭，无关键不可开”。比喻事物中最紧要的部分，对于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文心雕龙·神思》里有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

瑐瑢浅鲜：肤浅而少。

我圣天子奄有九围①，式临②万国，汇辑王会③之舆图④，创垂⑤一统之大

业。壬辰⑥冬，特命禁臣⑦ 轩莅止⑧，丈量道里⑨，绘画山川，取质⑩志书，

凭为传信瑏瑡；而陇志阙如瑏瑢，无所徵考瑏瑣。窃瑏瑤惟瑏瑥承乏瑏瑦是邦瑏瑧，则凡政治瑏瑨之

得失、风俗之盛衰，与夫瑏瑩典章载籍瑐瑠、《礼》《乐》《诗》《书》，瑐瑡皆其职也；

而独瑐瑢使志乘瑐瑣沦亡，方策瑐瑤具失，抑非瑐瑥守土之责欤？顾瑐瑦惭学植瑐瑧荒落瑐瑨，无

作史之才与论史之识，曷克瑐瑩有当，惟以责任斯专瑑瑠，又弗获瑑瑡以浅陋瑑瑢辞瑑瑣，

于是?瑑瑤其残篇，辑其遗简瑑瑥，且询之群儒，访之耆旧瑑瑦，周爰咨度瑑瑧，历期

月瑑瑨而编成。

注　释

①奄有九围：奄，覆盖、包括；九围、九州，泛指中国。《诗·商颂·长

发》：“帝命式于九围。” 《疏》：“谓九州为九围者，盖以九分天下 ，各为九

处，规围然，故谓之九围也。”奄有九围，拥有九州。

②式临：式通 “轼”，车前扶手的横木；临，管理、治理、统治。式临，

巡视管理。

③王会：《逸周书》篇名。周公以王城 （洛阳）既成，大会诸侯、四夷，

遂创奠朝仪、贡礼，史因作 《王会篇》以纪之。唐代柳宗元 《河东先生集·

古今诗》有 “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 《王会》篇”。

④舆图：即舆地图。《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

天下之地”。

⑤创垂：创，始造；垂，流传。创垂，始造流传千古的 （一统大业）。

⑥壬辰：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

⑦禁臣：禁，宫殿；臣，官吏。禁臣，皇帝身边的大臣，朝廷里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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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ｙóｕ）轩莅止： 轩，轻车；莅止，亦作戾止，来临的意思。 轩

莅止，轻车简从来到这里 （陇州）。

⑨道里：道路里程。

⑩取质：取，选取；质，评判、对质。取质，选取和评判、核实。

瑏瑡传 （ｚｈｕàｎ）信：传，符信。 《韩非子·说林》有 “鸱夷子皮负传而

从”。《汉书·文帝纪》十二年 （前１６８）有 “除关无用传”。晋代崔豹 《古今

注·问答释义》中说：“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

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也。如今之过所也。”信，符契、凭据。 《墨

子·号令》有 “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

止之”。传信，符信凭据。

瑏瑢阙如：阙，空缺、亏损；如，作词助，用同然，《论语·述而》有 “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阙如，《论语·子路》中有 “君子于其所不

知，盖阙如也”，后常用表欠缺之意。《后汉纪·孝和皇帝纪上》：“汉兴拨乱，

日不暇给，礼仪制度阙如也。”

瑏瑣徵考：徵，证明、验证、求证；考，考察、考核。徵考，考证核实。

瑏瑤窃：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私自、私下的意思。

瑏瑥惟：文言助词。

瑏瑦承乏：表示所任职位一时无适当人选，暂由自己充数。

瑏瑧是邦：是，指示代词，这、这个；邦，古代诸侯封国之称，这里指陇

州。是邦，这个地方 （陇州）。

瑏瑨政治：政事治理。

瑏瑩与夫：与， “和”的意思，表示政治、风俗和典章载籍都是其职责；

夫，指示代词，这、那。与夫，和……这些 （事情）。

瑐瑠典章载籍：典章，制度、法令；载籍，书籍。

瑐瑡 《礼》《乐》《诗》《书》：《礼》，即 《周礼》，亦称 《周官》或 《周官

经》，儒家经典之一，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

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

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近人曾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

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位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全书共有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秋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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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篇，今本四十二卷。 《乐》，指 《乐经》，六经之一。 《庄子·天运》载

“丘治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人或以为 《乐》本有

经，因秦焚书而亡佚；或以为 “乐”本无经，“乐之源在 《诗》三百之中，乐

之用在 《礼》十七篇之中”。《诗》，即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先秦

称 《诗》，汉尊为经典，始称 《诗经》。全书共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民歌

和朝庙乐章三百一十一篇，内 《小雅》有笙诗六篇 （有目无诗），实际存数三

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体；汉代传 《诗》者有齐、鲁、韩 （今文）、毛

（古文）四家，《齐诗》《鲁诗》先后亡于魏和西晋，《韩诗》仅存外传；《毛

诗》晚出，独传至今，今称 《诗经》皆指 《毛诗》。《书》，即 《尚书》，是现

存最早的上古时典章文献的汇编，其中也保存了商及西周等早期的一些重要史

料，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史记·儒林传序》中有 “言

《尚书》自济南伏生”之说，有今古文之别。这里的 《礼》《乐》《诗》《书》

当是泛指。

瑐瑢独：唯独，单单。

瑐瑣志乘：即志书。春秋时，诸侯国各有国史，鲁国叫 《春秋》，晋叫

《乘》；志乘之名本此。清代章学诚 《文史通义·和州志政略序例》：“夫州县

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

瑐瑤方策：同方册，也作方?，指典籍。《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

瑐瑥抑非：抑，发语词，表疑问；非，不是。抑非，亦不是。

瑐瑦顾：但是、只是。

瑐瑧学植：植通 “殖”，学植亦作学殖，指学业的进步。《左传·昭公十八

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杜预 《注》：“殖，生长也。言

学之进德如农之殖苗，日新日益。”

瑐瑨荒落：荒芜零落，荒废。

瑐瑩曷 （ｈé）克：曷，何、什么；克，能够。曷克，何能的意思。

瑑瑠斯专：斯，是；专，专一、专心致志。斯专，指以专心修志为责任。

瑑瑡弗获：弗，不；获，得到。弗获，不得。

瑑瑢浅陋：狭隘、见识贫乏。

瑑瑣辞：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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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ｓōｕ）：通 “搜”，寻找。

瑑瑥遗简：遗，遗留；简，即简书、简牍，古代无纸，书于木片曰牍，书于

竹板曰简。遗简，（古人）遗留下来的简牍 （简书），这里指前人留下来的书

籍、资料。

瑑瑦耆 （ｑí）旧：耆，老。耆旧，年高而久负声望的人。

瑑瑧周爰 （ｙｕáｎ）咨度 （ｄｕó）：周，周遍、遍及；爰，官府文书或刑法文

书；咨，征询、商量；度，揣测、考虑。此语自周爰咨诹而来，周爰咨诹语出

《诗·小雅·皇皇者华》。毛传：“忠信为周，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诹。”周

爰咨度，查遍官府文书，多方征询，周密思考。

瑑瑨期月：一整年。

按图披览①，星躔②不改，而沿革异也；城郭③不殊④，而庐舍易也；流

峙⑤不变，而风习迁也；名达高贤⑥之日以峥嵘⑦，而忠孝节烈之日以霜冽⑧也；

藻苑词坛⑨，往者或有珠遗⑩，而今则莹然璧合瑏瑡也；生齿瑏瑢之昔耗瑏瑣，而今渐

滋瑏瑤；田赋之昔芜瑏瑥，而今渐辟瑏瑦也；险阻备饬瑏瑧，戎事瑏瑨修瑏瑩矣；损益因时瑐瑠，

官师整矣瑐瑡；登耗可稽瑐瑢，利泽溥矣瑐瑣；幽隐毕彰瑐瑤，人神顺矣；尽伦尽制瑐瑥，

胥具于斯瑐瑦。是役瑐瑧也，讵敢窃附瑐瑨于外史瑐瑩之林， 雅瑑瑠之作？

注　释

①按图披览：图，地图，这里指图志；披，翻阅，韩愈 《进学解》中有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之言。按图披览，翻阅览读图志。

②星躔 （ｃｈáｎ）：星宿在运行中所处的位次。

③城郭：内城与外城。

④不殊：没有差别，一样。《文选》汉代扬子云 （雄）《解嘲》：“世异事

变，人道不殊。”

⑤流峙：流 ，河流、水道；峙，屹立、耸立。流峙，河流和高山。

⑥名达高贤：名达，有声誉的显贵；高贤，德才兼具的长者。名达高贤，

有声誉的显贵和德才兼具的长者。

⑦峥嵘：本义为山势高峻，此处比喻超出寻常。

⑧霜冽：比喻高洁；冽，通 “洌”，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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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藻苑词坛：藻，辞藻、文章，《汉书·叙传上》有 “詀藻如春华”；苑，

汇集、荟萃，《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中有 “阅览前王词苑，见 《李夫人

赋》”。藻苑，文章荟萃之所。词，狭义为一种韵文形式，广义指文辞、辞章；

坛，指文艺或体育等界别。词坛即文坛，明代陆时雍 《诗镜总论》中有 “西

京崛起，别立词坛，方之于古，觉意象蒙茸，规模逼窄。”藻苑词坛，泛指文

学界。

⑩珠遗：珠，珍珠、玉珠，喻优美的事物，这里指优美的文章；遗，遗

失、遗漏。珠遗，这里指写文章的高手或好文章有所遗漏。

瑏瑡莹然璧合：莹，玉色美石；然，比拟词，那样的意思；璧合，比喻完美

无缺。莹然璧合，像玉石一样完美无缺。

瑏瑢生齿：古人生男八月而生齿，女七月而生齿，官府俱登记其数，载入户

籍。后以生齿表示人口。

瑏瑣耗：消耗、减少。

瑏瑤滋：滋长、增长、生长。

瑏瑥芜：田地荒废，长满野草。《老子》：“田甚芜，仓甚虚。”

瑏瑦辟：开垦、开辟。《商君书·弱民》：“农辟地。”

瑏瑧饬 （ｃｈì）：整顿、治理。《诗·小雅·六月》：“戎车既饬。”《礼记·月

令》“仲夏之月”：“调竽笙?簧，饬钟磬籾?。” 《注》：“饬者，治其器物，

习其事之言。”

瑏瑨戎事：军事。

瑏瑩修：整治、治理。

瑐瑠损益因时：损益，增减、改动，《论语·为政》有 “殷因于夏礼，所损

益，可知也”。因时，因，意为根据；时，意为时机、时候；因时为根据时机。

损益因时，根据时机增减变动 （机构、人员）。

瑐瑡官师整矣：官师，百官；整，整齐、有秩序。官师整矣，百官整齐有序了。

瑐瑢登耗可稽：登，进， 《吕氏春秋·仲夏》中有 “农乃登黍”， 《注》：

“登，进。植黍熟，先进之。”耗，亏损、消耗。可稽，稽意为考核、计量。

登耗可稽，（国库）的收入和支出都能够考核计量。

瑐瑣利泽溥矣：利，利益；泽，聚水的洼地；溥，广大。比喻税负充足。

瑐瑤幽隐毕彰：幽，隐藏；隐，隐藏、隐蔽。幽隐，指隐士。毕，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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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彰明 （揭露的意思）。幽隐毕彰，将隐士、高士彰显，记录下来。

瑐瑥尽伦尽制：尽，都、全部；伦，类，《礼记·曲礼下》中有 “拟人必于

其伦”之说；制，写作，蔡琰 《胡笳十八拍》诗中有 “制兹八拍兮拟俳优”。

尽伦尽制，这里指对各类事物都进行了记写。

瑐瑦胥具于斯：胥，皆、都、尽；具，陈述，《宋史·梁克家传》中有 “因

命条具风俗之弊”之语；于，介词，引出动作的处所、时间和对象，相当于

“在”“到”等；斯，指示代词，此，《论语·子罕》中有 “有美玉于斯”之

言。胥具于斯，全部记载在此 （志书）。

瑐瑧是役：是，这；役，事，《左传·昭公十三年》中有 “渎货无厌，亦将

及矣，为此役也。”是役，指 （修志）这件事。

瑐瑨讵 （ｊù）敢窃附：讵，副词，表示反问，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难道”

“哪里”；敢，副词，用于反问，意为 “岂敢”。讵敢，哪里敢。窃，谦辞，

相当于 “私自”“私下”；附，归附。窃附，私自归附 （纳入）。讵敢窃附，谦

逊之语，哪里敢私自归附 （纳入）……

瑐瑩外史：稗史的别称，稗史即记录遗闻琐事之书，因有别于正史故称稗

史，如旧题汉代黄宪的 《天禄阁外史》。旧小说也有称为外史的，如清代吴敬

梓的 《儒林外史》。这里的稗史指地方志书。

瑑瑠 雅： ，圆，满；雅，典雅。

幸值圣主①久道化成②、礼明乐备③之时。不能鼓吹休明④、颂功德，是

以固陋⑤之耻也。庶几⑥网罗放失⑦，勒⑧为成书，藉手⑨昭代⑩明公钜卿瑏瑡，献

之当宁瑏瑢，以待珥笔瑏瑣之采纳；使西鄙瑏瑤之事了如指掌，凡夫瑏瑥控制之方瑏瑦、抚

绥之道瑏瑧，各得其势瑏瑨，胜之所宜瑏瑩；则此志可备盛朝瑐瑠史册之信征瑐瑡，宁瑐瑢仅属

一方之纪事已也？若夫瑐瑣州之人士，因其盛衰瑐瑤，考其得失；善善恶恶瑐瑥，感发

创惩瑐瑦，俾瑐瑧风气日益遒上瑐瑨，为关中一大都会，则尤瑐瑩不能无厚望也夫！

注　释

①圣主：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这里指康熙皇帝。

②久道化成：久，“旧”的意思， 《孔子家语·颜回》中有 “不忘久德，

不思久怨”之说；道，规律、事理， 《易·说卦》有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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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说。久道，指圣人留下来的

“道”（规律、事理）；化成，教化成功。久道化成，圣人之道教化成功，此语

自 《易·恒》“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而来。

③礼明乐 （ｙｕè）备：礼，即礼仪，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

总称，《左传》隐公十一年中记有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

也”；明，明确， 《孟子·公孙丑上》记有 “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

乐，即 《乐经》，六经之一；备，完备、齐全。礼明乐备，各项法则、规范、

仪式明确、完备。

④鼓吹休明：鼓吹、宣扬，《世说新语·文学》中有 “孙兴公 （绰）云：

《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之语。休明，美善旺盛，《左传·宣公三年》中

有 “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 ‘在德不在鼎。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鼓吹休明，宣扬广大美善。

⑤固陋：闭塞鄙陋。《史记·司马相如传》：“鄙人固陋，不知忌讳。”

⑥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

⑦网罗放失：网罗，搜罗、包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 “罔罗天下

放失旧闻”之说。《汉书·司马迁传》作 “网罗”。放，抛弃、放逐；失，失

去、失掉。放失，抛弃失去。网罗放失，搜罗抛弃失去的 （史料）。

⑧勒：雕刻，《礼记·月令》中有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之语。这里指

刻印 （志书）。

⑨藉手：借助。 《左传·襄公十一年》： “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

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

⑩昭代：清明的时代，旧时多用以称颂本朝。这里指清代。

瑏瑡明公钜卿：明公，对权贵长官的尊称；钜，通 “巨”，大；卿，古代高

官、爵位名，在公之下、大夫之上。明公钜卿，上级高官。

瑏瑢当宁 （ｚｈù）：宁，古代宫室与门屏之间曰宁，天子在此接受诸侯朝见；

《礼记·曲礼》中有 “天子当宁而立”。后因此称皇帝临朝听政或皇帝本人为

当宁。当宁，指朝廷。

瑏瑣珥 （ěｒ）笔：古代侍从之臣插笔于冠侧以备记事，这里指朝廷的文臣。

瑏瑤西鄙：鄙，边邑，《春秋·庄公十九年》有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

我西鄙”，《注》：“鄙，边邑。”西鄙，指陇州。

·４１·



《陇州志》序

瑏瑥凡夫：凡，凡是、大凡；夫，语气词。凡夫，大凡、凡是。

瑏瑦控制之方：控制，驾驭、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方，方法、准则。控制之

方，管理的办法。

瑏瑧抚 （ｆǔ）绥之道：抚绥，安抚、安定；道，方法、技巧。抚绥之道，安

抚的技巧。

瑏瑨各得其势：势，形势、趋势、态势。各得其势，各得其态势。

瑏瑩胜之所宜：胜，尽， 《孟子·梁惠王》中有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所，介词；宜，合适、相称，《荀子·正名》中有 “名无固宜，约之以

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之释；所宜，所适宜的办法。胜之

所宜：尽得其所宜。

瑐瑠盛朝：指本朝。

瑐瑡信征：信，真实可信；征，证明，《荀子·性恶》中有 “善言天者必有

征于人”之语。信征，可信的证明。

瑐瑢宁：副词，岂、难道，《周易·系辞》中有 “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

可识矣”之言。

瑐瑣若夫：助词，表示转折，另提一事。

瑐瑤因其盛衰：因，从、由。因其盛衰，从其盛衰。

瑐瑥善善恶 （ｗù）恶 （è）：褒奖美善，憎恶丑恶。 《史记·太史公自序》：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瑐瑦感发创惩：感，感慨、感触；发，兴起、产生。感发，感慨生发。创

惩，亦作惩创，意为惩戒。 《书·益稷》中有 “予创若时”之说，孔传中释

“创，惩也”；惩，惩罚、警戒，《诗·鲁颂· 宫》中有 “戎狄是膺，荆舒是

惩。”《注》：“创，惩也。”感发创惩，从中得到感触而生发惩戒。

瑐瑧俾 （ｂǐ）：使。

瑐瑨遒上：遒，刚劲、有力，鲍照 《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诗中有 “猎猎晚

风遒”之句；上，向上。遒上，刚劲向上。

瑐瑩尤：特别、尤其。

时康熙五十二年①岁次癸巳②中秋③，奉直大夫④知陇州事⑤加一级⑥钱塘⑦

罗彰彝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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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１３年。

②岁次癸 （ｇｕǐ）巳 （ｓì）：岁，年，一年为一岁；次，排列顺序。岁次，
年序。癸巳，甲子纪年中的癸巳年，这里具体指公元１７１３年。

③中秋：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④奉直大夫：官名。宋代大观年间置，为文散官 （闲散的官吏）；元、

明、清皆为文职从五品封阶。

⑤知陇州事：即陇州执事、亦称陇州知州。执事，官名，地方长官，源于
宋代，辛亥革命后府、州废除，后又改称县执事为县长。

⑥加一级：即官阶比陇州知州高一级。

⑦钱塘：县名，秦置钱唐县，属会稽郡。后改钱塘县，治所在今浙江省杭
州市区。

⑧罗彰彝：１７１１年任陇州知州，１７２９年三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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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大禹①既奠②高山大川，爰作③ 《禹贡》④一篇，纪山水、田赋、贡篚⑤；

而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周知宇内⑥之利害，大要皆本之⑦ 《禹贡》。

迨⑧司马氏⑨作 《史记》⑩，始变 《春秋》瑏瑡纪年瑏瑢之例，创为 《列传》瑏瑣及 《礼》

《乐》瑏瑤 《河渠》瑏瑥 《平准》瑏瑦诸书。班氏瑏瑧又作 《八志》瑏瑨，则 《郊祀》瑏瑩 《食

货》瑐瑠 《地理》瑐瑡 《沟洫》瑐瑢 《艺文》瑐瑣加详瑐瑤焉。其后，代必有史，郡邑瑐瑥必有

志；发凡起例瑐瑦，盖本诸此瑐瑧，夫岂苟焉瑐瑨而已哉。

注　释

①大禹：对夏禹的尊称，夏后氏部落领袖，史称禹、大禹、戎禹，姒姓，

鲧 （ｇǔｎ）的儿子。古史相传，禹继承鲧的治水事业，采用疏导法，历经十三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水患悉平。舜死，禹继任部落联盟领袖，都安邑 （今运

城市），后东巡狩至会稽而卒。

②既奠：奠，定。既奠，已经奠定。

③爰：于是。

④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尚无定论，近代多

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其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了当时中国的地理情况，把

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

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而对长江、淮河等流域的记载则

相对粗略。把治水传说发展成为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是中国最早的一部

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⑤贡篚 （ｆěｉ）：贡，进贡；篚，圆形的盛物竹器。贡篚，向天子进贡的
篚。

⑥宇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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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本之：以其为本。

⑧迨：等到。

⑨司马氏：指司马迁 （前１４５—？），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

长，夏阳 （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之子。早年游踪遍及南北，考察风俗，

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 （前１０８）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

图书。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与唐都、落下闳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

⑩ 《史记》：原名 《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共一百三十篇，是中国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 （前１０４—前９１）撰

成；后其书有缺，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撰 《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

传》《日者列传》等篇，又附缀武帝天汉 （前１００—前９７）以后史事。作者据

《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

国家收藏的文献，同时使用了大量的实地采访资料，取材极其丰富。记事起于

传说的黄帝，讫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尤详于战国、秦、汉。体裁上

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脉络，为后世

各史所沿用。

瑏瑡 《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

编 《春秋》整理修订而成，起于鲁隐公元年 （前 ７２２），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前４８１），计二百四十二年，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 （ｓｈāｎｇ）。《春秋》文字简

短，相传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 “春秋笔法”。解释 《春秋》的有 《左氏

传》《公羊传》和 《谷梁传》等三传。《春秋》经文分载在各传之前。

瑏瑢纪年：这里指史书的编年体体例。

瑏瑣 《列传》：古代史书多用编年体，司马迁作 《史记》，始创纪传体，有

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各类。《列传》主要是记载历史人物的事迹，即唐

张守节 《正义》所说其人行迹可以序列，故称列传。本纪以编年为体，不能

详细记载的事迹，皆分别见于有关人物的列传。后来，封建王朝的官史大都沿

袭这种体例。这里的 《列传》即指 《史记》中的 《列传》部分。

瑏瑤 《礼》《乐》：指 《史记》中的 《礼书》 《乐书》。据 《汉书·司马迁

传》说，《史记》原书有十篇 “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说亡失的十篇为 《景

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

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帝成帝间，博士褚少孙补写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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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河渠》：即 《史记》中的 《河渠书》，记述河道和水利设施等事；后

来宋、金、元、明诸史皆相沿 《河渠志》，唯 《汉书》名 《沟洫志》。

瑏瑦 《平准》：平准，原指古代官府转输物资、平抑物价的措施。《史记·

平准书》：“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

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 ‘平准’。”

这里指 《史记》中的 《平准书》。

瑏瑧班氏：指班固 （３２—９２），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固在其父班彪所著 《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续写，被

人告发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获得释放。后召为兰台令

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召完成其父所著书，历２０余年，修成 《汉书》，

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司马迁之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

“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书未成而卒，八表及 《天文志》稿本散乱，由其

妹班昭及马续奉汉和帝命续修完成。班固善作赋，有 《两都赋》等；著有

《白虎通义》，是记录章帝建初四年 （７９）在白虎观辩论经学的记录。永元元

年 （８９），班固从大将窦宪攻匈奴，为中护军。后来，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

受牵连死于狱中。后人辑有 《班兰台集》。

瑏瑨 《八志》：《汉书》的一部分。

瑏瑩 《郊祀》：郊祀，古代祭礼，古代中国有在郊外祭祀天地之礼仪。郊谓

大祀，祀谓群祀。《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小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

上帝。”《史记》有 《封禅书》，《汉书》改为 《郊祀志》，《后汉书》《元史》

有 《祭祀志》。这里的郊祀即指 《汉书》中的 《郊祀志》。

瑐瑠 《食货》：即 《食货志》，古代史书中专叙经济史的篇名，其名来自

《尚书》。《汉书·食货志》：“《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

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

者生民之本。”司马迁作 《史记·平准书》为 《食货志》的先河，叙述简明。

《汉书·食货志》稍繁，以后各史篇章增多。《宋史》及 《明史》中的 《食货

志》子目有２０余种，分别记述田制、户口、赋役、仓库、漕运、盐法、杂税、

钱法、矿冶、市籴、会计 （国家预算）等制度。这里的食货指 《汉书》中的

《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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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地理》：地理，山川土地的环境形势。《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作为一门学

科，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现象、行政区划等情况的学科。这里的地理指 《汉

书》中的 《地理志》。

瑐瑢 《沟洫 （ｘù）》：沟洫，用以防旱除涝的田间通水道。古时田制十夫有
沟，百夫有洫，因以沟洫代称。这里的沟洫指 《汉书》中的 《沟洫志》，主要

记述河道和水利设施等事。

瑐瑣 《艺文》：中国纪传体史书、政书和方志等记载图书目录部分的专名。

班固 《汉书》始著 《艺文志》，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

略、方技略等。其后，《新唐书》 《宋史》 《明史》中亦相继编纂 《艺文志》。

《隋书》和 《旧唐书》中称为 《经籍志》。清代学者补辑了 《后汉书》 《三国

志》《元史》等的 《艺文志》。这些 《艺文志》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学术源

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的艺文志指 《汉书》中的 《艺文志》。

瑐瑤加详：更加详细、详尽。

瑐瑥郡邑：郡，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划名。春秋时，秦、晋、楚等国
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

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边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

国，分全国为３６郡，后增加到４０多郡，下设县。邑，古代区域单位。 《周

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

县，四县为都。”《注》：“四井为邑，方二里。”郡邑，地方行政区域。

瑐瑦发凡起例：发凡，亦即凡例，揭示全书的通例。起，起草；例，仿照的
准则、规程条例。发凡起例，起草凡例。

瑐瑧盖本诸此：大约都根源于此。

瑐瑨苟焉：苟，随便；焉，代词，相当于 “之”。

三秦①皆 《禹贡》雍州②之域，而凤翔郡③为三秦之一，所属八州邑④，汉

唐⑤以后沿革屡矣⑥。稽⑦其形胜，实为秦蜀⑧之冲⑨。而陇州⑩居郡城瑏瑡以西，

左瑏瑢陇山瑏瑣而右瑏瑤河瑏瑥，面五峰瑏瑦而枕灵谷瑏瑧，其地更为要害。按图揽志瑏瑨，庶

几可考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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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三秦：代称陕西。秦亡以后，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

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和甘肃东部地区；司马欣为塞王，领有今陕西咸

阳以东地区；董翳为翟王，领有今陕西北部地区，合称三秦。

②雍州：古九州之一。《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

“河西曰閖州。”《周礼·职方》：“正西曰雍州。”黑水所指，自来说法不一，

有张掖河、党河 （在今甘肃）、大通河 （在今青海）等说。西河或河指今陕

西、山西间的黄河。

③凤翔郡：凤翔，政区名。《禹贡》雍州之域，周属王畿之地，春秋时为

秦都之域，始皇时属内史辖，汉为右扶风地，北魏置岐州，隋大业中期改为扶

风郡；唐至德元年 （７５６）更名凤翔郡，二年 （７５７）改置凤翔府；宋、金、

元皆因之，辖境不一；秦代版图扩大，相当于今麟游、扶风、眉县以西，秦岭

以北地区，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

④八州邑：凤翔府所属的凤翔、岐山、宝鸡 （今陈仓区）、扶风、眉县、

麟游、千阳７县和陇州。

⑤汉唐：汉代 （前２０６—后２２０）和唐代 （６１８—９０７）。

⑥沿革屡矣：沿革，沿袭旧制或有所变革，指事物变迁的历程；屡，多

次。沿革屡矣，沿革多次变化。

⑦稽：考证、考核。

⑧秦蜀：陕西、四川。

⑨冲：交通要道。

⑩陇州：州名。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改东秦州为陇州，以陇山得名，治

所在阴 （今陕西陇县东南）；北周移治源 （今陇县），后废。唐武德初改

陇东郡为陇州，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千水流域及甘肃华亭县地，其后逐渐缩小。

金移治阳 （今陕西千阳西北）。元初复移治源，明、清不领县。１９１３年改

为县。

瑏瑡郡城：指凤翔城。

瑏瑢左：方位名，与右相对；如面向南，则东为左。这里的 “左陇山”有

误，志书的作者将陇州城东北的岍山误记为陇山；岍山为鄂尔多斯地台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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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山为六盘山南段的别称，二者不是同一山系。陇山在方位上处在陇州城西

南，当属为陇州城之右。

瑏瑣陇山：六盘山南段别称，古称陇坂，在陕西省西北，延伸于陕、甘边

境；南北走向，长约１００千米；海拔２０００米左右，山势陡峭；界隔渭河平原

与陇西高原。

瑏瑤右：方位名，如面向南，则西为右。水在陇州城西南，于坐北向南的

陇州城而言，可谓之为右水。

瑏瑥 （ｑｉāｎ）河：今作千河，渭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甘肃省张家川县唐

帽山南麓石庙梁，自今陇县固关镇西流入陇县，至东风镇交界村出境入千阳县

境，在宝鸡市东汇入渭河。

瑏瑦五峰：即吴峰、吴山，古代又名岳山、吴岳、西镇山，位于陇州南部，

因山顶分为五支各自独立的山峰而得五峰之名。吴山为西镇，是古代中国帝王

常祭祀的名山。

瑏瑧灵谷：按照 《陇州志》的记载，其方位当为陇州城之北的山谷，注者

翻阅大量资料并实地走访，陇州城北无称作 “灵谷”的山谷。陇州城北的沟

壑只有一条药王洞沟，谷口建有古陇州名观药王洞， 《陇州志》所说的 “灵

谷”很可能指药王洞沟。

瑏瑨按图揽志：图，地图；志，指 《陇州志》。这里可理解为翻阅 《陇州

志》。

岁癸巳春季，予①奉宪委②，代庖③凤郡④。入境之初，颇得各志⑤披阅之，

而陇志独阙如⑥。询阙⑦所由，盖自今以前五十余年，原无成书，虽有残编断

简，复凋落⑧于兵戈灰烬⑨之余⑩，徒付之浩叹而已！

注　释

①予：我，指本序作者白讷。

②宪委：宪，旧指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委、托付。宪委，受朝廷

委派。

③代庖：越俎代庖的缩写，这里意为代理。

④凤郡：即凤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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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颇得各志：得到很多志书。

⑥阙如：《论语·子路》：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谓缺而不言，

后常用为欠缺之意。

⑦阙：缺失。

⑧凋落：原意为衰亡，在这里意为遗散。

⑨兵戈灰烬：兵戈，军事、战争；灰烬，物质燃烧后的残留物。兵戈灰

烬，毁于战火。

迨恭建①万寿醮坛②，有事③吴山④；后复陪侍钦使⑤致祭吴山之神，两过

陇境，见其山川奇丽，兼以田畴⑥绣错⑦，人物淳庞⑧，于此觇⑨风俗之大凡⑩，

即知守土者之美政瑏瑡也。同寅瑏瑢罗君瑏瑣，武林瑏瑤宗匠瑏瑥，久矣领袖瑏瑦词坛。刺陇瑏瑧

以来，政通人和，庶事毕举瑏瑨；因志乘缺略瑏瑩，慨然瑐瑠于文献无征瑐瑡，殚意瑐瑢沉

思，旁搜博采，辑成如干瑐瑣卷，于秋中瑐瑤之朔吉瑐瑥脱稿，邮寄且嘱弁言瑐瑦于简

端瑐瑧。

注　释

①恭建：毕恭毕敬地建造。

②万寿醮坛：万寿，山名，即万寿山，在今北京市西北颐和园内。元代名

曰瓮山，山南有耶律楚材墓，山下湖泊称瓮山湖，又称西湖。清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疏浚，十五年 （１７５０）始建园林。乾隆十六年 （１７５１）弘历 （高宗）

为祝其母六十生日，改名为万寿山，瓮山泊改为昆明湖，命园名为清漪园，并

于明圆静寺旧址建大报恩延寿寺。其后，那拉氏 （慈禧太后）大兴土木，改

建清漪园，更名颐和园，于山上建成排云殿、佛香阁、铜亭、养云轩、乐寿

堂、玉澜堂、谐趣园。辛亥革命后辟为公园，为游览胜地。醮坛，祷告神灵的

祭坛。万寿醮坛，万寿山上的祭坛。

③有事：指祭祀。

④吴山：即前注中的五峰。

⑤钦使：钦，对皇帝所做事的敬称。钦使，皇帝派来的使臣。

⑥田畴 （ｃｈóｕ）：耕熟的田地。古代称谷地为田，麻地为畴。

⑦绣错：绣，五彩俱备的绘图；错，用金涂饰。绣错，溢彩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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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人物淳庞：人，人民、百姓；物，物产；淳，质朴、朴实；庞，多而杂

乱。人物淳庞，百姓质朴、物产丰富。

⑨觇 （ｃｈāｎ）：偷看、侦查。

⑩大凡：大概、大抵。

瑏瑡美政：好政、善政。

瑏瑢同寅：同在一处做官的人。这里指罗彰彝。

瑏瑣罗君：即陇州知州罗彰彝。

瑏瑤武林：山名，又称虎林山 ，即今浙江杭州市灵隐山。《汉书·地理志》

中 “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即指此地，后多以武林指代

杭州。这里的武林即指杭州。

瑏瑥宗匠：指学术上有重大成就为众所推崇的人。

瑏瑦领袖：比喻能提挈他人或为人表率的人，亦指为人楷模。在这里作动

词，为领导之意。

瑏瑧刺陇：任陇州刺史。

瑏瑨庶事毕举：庶，众多，这里意为各项；毕，都、全部；举，行，向上

托。庶事毕举，各项事业全面托举 （发展）。

瑏瑩缺略：缺，阙失；略，简要、粗略。缺略，缺失不全。

瑐瑠慨然：激愤、慷慨的样子。

瑐瑡无征：征，求、取。无征，无处求取。

瑐瑢殚 （ｄāｎ）意：殚，尽、竭尽；意，意绪、心绪。殚意，用尽心思。

瑐瑣如干：若干。

瑐瑤秋中：秋，四季之一，农历七至九月；中，中间。秋中：意同中秋，秋

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八月。

瑐瑥朔吉：朔，每月初一；吉，吉日。此处指八月初一。

瑐瑦弁 （ｂｉàｎ）言：序言，以其冠于篇卷之首而得名。

瑐瑧简端：简，竹简，这里指代书 （《陇州志》）；端，事物的一头或一方，

这里引申为开头。简端，书 （《陇州志》）前。

予惟志也者，纪其实也，与史异名而同体也。予自入关中，尝①借观西安

属邻近各志，如康对山②之 《武功》③、王?陂④之 《 》⑤、吕泾野⑥之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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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⑦、韩五泉⑧之 《朝邑》⑨、乔三石⑩之 《耀》瑏瑡、孙立亭瑏瑢之 《富平》瑏瑣，皆

先辈著作钜手瑏瑤，以秦人志瑏瑥秦地，体裁殊足可观瑏瑦。其余官师瑏瑧之记载，止瑏瑨

凭之简牍增美饰回瑏瑩，无暇?要而择精，未免循名而失实瑐瑠。今读此编，直瑐瑡与

对山诸公相为并驾瑐瑢，岂非不朽之书耶？且不费民力，捐资剞劂瑐瑣，将不日瑐瑤落

其成瑐瑥，下以备学士大夫瑐瑦之博览，上以供 《大清一统志》瑐瑧之采择，其间条分

缕晰、训词尔雅瑐瑨，所以示惩劝瑐瑩、昭来兹瑑瑠，有关于世道民风之大，又不待予

言之琐琐瑑瑡也已！

注　释

①尝：曾经。

②康对山：即康海 （１４７５—１５４０），陕西武功人，字德涵，号对山、禰东

樵夫；明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工诗文、善制曲，与李梦

阳、何景明等称 “前七子”；正德间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宦官刘瑾乱政被诛，康海

在瑾党之列，被免职。著作传世者有 《对山集》、杂剧 《中山狼》、散曲 《禰

东乐府》，在 《明史》中附 《李梦阳传》后。

③武功：县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部，渭河北岸，县治设于普集镇；秦

阨县地，东汉移置武功县 （故址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秦置）；地处渭河平原，

农业发达，产棉、粮等，并为秦川牛、关中驴的主要产地之一。这里的武功代

指明代康海所著的 《武功县志》。

④王? （ｍěｉ）陂 （ｂēｉ）：即王九思 （１４６８—１５５１），字敬夫，号?陂，陕

西县 （今陕西户县）人。明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升

任吏部郎中。钟爱戏剧写作，人称 “眉户曲子的宗师”，有杂剧 《沽酒游春》、

散曲集 《碧山乐府》、诗文集 《?陂集》等；明嘉靖十二年 （１５３３）修成 《

县志》，康海为之作序，行世后影响较大，现已失传。

⑤ （ｈù）：通 “”，今作户，古邑名，夏代为扈，秦改为；汉代置

县，１９６４年改户县。位于陕西省中部，秦岭北麓，渭河南岸。农产以小麦、

棉花、玉米为主，南部山区林产资源丰富。这里的代指明代王?陂所著的

《县志》。

⑥吕泾野：即吕籹 （１４７９—１５４２），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陕

西高陵人。明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著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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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 《四书因问》 《泾野集》 《周易说翼》 《小学释》等；明弘治三年

（１４９０）始修 《高陵县志》，历经３０余年而定稿，共七卷，内容包括地理志、

建置志、祠庙志、户租志、历数述、礼仪抄略、职官考、官师传、人物传、邸

宅陵墓等，全志记事详尽、文辞简约、考证精当，被誉为明代陕西名志之一。

⑦高陵：县名，秦置高陵县，三国时魏改高陆县，隋复改高陵县。位于陕

西省中部、泾河下游，泾惠渠流贯境内，灌溉便利，农业发达。盛产棉花、小

麦和玉米。这里的高陵代指明代吕泾野所著的 《高陵县志》。

⑧韩五泉：韩邦靖 （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字汝度，号五泉，朝邑 （今陕西大荔

县）人。年十四举于乡，明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与其兄邦奇同登进士，授工部

主事，后进员外郎。为官正直清廉，但不得志，年仅３５岁便病逝。著有 《韩

五泉诗集》《朝邑县志》等。《朝邑县志》撰成于明正德十四年 （１５１９），全书

为两卷，共６０００余字，分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名宦、人物、杂记七类。

康海为之作序，并称颂之。

⑨朝邑：县名，汉为临晋县地，北魏于此置南五泉县 （属澄城郡），西魏

改为朝邑县 （因地据朝阪而名），清属陕西省同州府，１９５８年并入大荔县，治

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这里的朝邑 代指明代韩五泉所著的 《朝邑县

志》。

⑩乔三石：即乔世宁 （１５０３—１５６３），字景叔，号三石山人，耀州 （今陕

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明嘉靖十七年 （１５３８）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后升

湖广督学。为人劲直明敏，为文取法秦汉，下笔数千言，为世所宗；后以丁忧

回乡，潜心文史，著书立说，终老于家。撰著的 《耀州志》共十二卷，５０００

余字，内容贯通古今、囊括八方、体例完备、严谨有序、言简意赅、文字雅

正，被称为一代名志。清代著名学者王阮亭评论说：“近世志书，能文简事赅、

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之 《武功志》，次之王?陂之 《县志》、吕泾野之

《高陵志》、韩五泉之 《朝邑志》、乔三石之 《耀州志》。”

瑏瑡耀：即耀州，州名，秦属内史地，汉为?臿县，魏晋北朝时侨置泥阳

县，隋曰华原县。唐代末期，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置耀州，自宋代以来历代因

之。１９１３年改州为县，名曰耀县，今为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以小麦、玉米、

棉花、辣椒为农业主产，名胜古迹有药王山石刻等。这里的耀代指明代乔三石

所著的 《耀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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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孙立亭：文中的 “孙立亭”疑似 “孙立山”之误。孙立山，即孙丕扬

（１５３１—１６１４），字叔孝，号立山，西安府耀州富平县 （今陕西富平县流渠镇

南街）人；明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进士，历任应天府尹、南京都察院右佥

督御使、吏部尚书等职，赠太保，谥恭介。著有 《格物图》《应时草》《巡按

约束》《论学篇》 《富平县志》 《约束郡县省刑罚疏》等。冯梦龙 《今古谭

概》：“昔富平孙冢宰在位日，诸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 ‘做官无大难

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乎，岂唯做官！”孙冢宰即孙丕扬，古人称吏部

尚书为冢宰。

瑏瑣富平：县名，秦频阳县地，三国时魏置富平县。地处陕西省中部，渭河

平原北部。农业发达，主产小麦、棉花、大麻等。古迹有秦、西汉、西魏、北

周及唐陵墓多处。这里的富平代指明代孙立山所著的 《富平志》。

瑏瑤钜手：钜，通 “巨”。钜手，大手。

瑏瑥志：记。

瑏瑦殊足可观：特别可观。

瑏瑧官师：百官。

瑏瑨止：只。

瑏瑩增美饰回：增美，加工润色；饰回，反复雕饰。增美饰回，润色雕饰。

瑐瑠循名而失实：有名而无实。

瑐瑡直：径直。

瑐瑢并驾：并驾齐驱的缩略语。

瑐瑣剞 （ｊī）劂 （ｊｕé）：刻刀，这里意为刻印。

瑐瑤不日：不久、即将。

瑐瑥落其成：落成。

瑐瑦学士大夫：学士，学者；大夫，官名，殷周有大夫、乡大夫、遂大夫、

朝大夫、冢大夫等；春秋晋有公族大夫；秦汉有御史大夫、谏大夫、光禄大

夫、大中大夫等；唐宋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明清不设大夫。这里的大夫

指朝廷官员。

瑐瑧 《大清一统志》：清代官修的地方总志，从康熙时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至道

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前后三次编辑，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成书；因始于

嘉庆时 （１７９６—１８２０），且以纂至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为限，故称 《嘉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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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统志》。全志５６０卷，每省有图、表、总序，再按府、直隶厅、州分卷，
并有疆域、分野、建置沿革等２５目。

瑐瑨训词尔雅：训，即训诂，意为解说、解释 （古书文义）；尔雅，典雅、

雅正。训词尔雅，文词典雅。

瑐瑩示惩劝：惩劝，责罚和奖励，这里指以过去的失败作为教训，对过去的
功绩给予褒扬。示惩劝，显示责罚和奖励。

瑑瑠昭来兹：昭，彰明、显示；来兹，未来。昭来兹，昭示未来。

瑑瑡言之琐琐：琐琐，琐碎、细小，仔细。言之琐琐，说得 （写得）琐碎、

仔细。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八月上浣①，奉直大夫代理凤翔府事②、西安府③乾

州④知州加一级、广阳⑤白讷⑥拜手⑦撰并书。

注　释

①上浣 （ｈｕàｎ）：农历每月初一至初十日。

②代理凤翔府事：代理凤翔知府。

③西安府：府名，即今西安市，古名长安，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设府，
１９１３年废西安府，１９２８年设西安市，现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

④乾州：州名，唐乾宁二年 （８９５）置，治所奉天 （元废入本州，今乾

县），辖境相当于今乾县、武功、周至、礼泉等县地，其后渐小。宋代熙宁五

年 （１０７２）废，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于此置醴州。金代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复改
为乾州。清代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升直隶州，辖境相当于今乾县、武功、永寿等
县地；１９１３年废，改本州为县。

⑤广阳：郡、国名，秦始皇二十一年 （前２２６）灭燕后置郡。汉初改置燕
国，昭帝元凤 （前８０—前７５）初复为广阳郡，宣帝本始 （前７３—前７０）初改
为国，治所在蓟县 （今北京城西南），辖地相当于今北京大兴区及河北固安县

地。

⑥白讷：即乾州知州、凤翔府代理知府，本序作者。

⑦拜手：跪拜礼的一种，跪后两手相拱至地，俯首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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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书①以纪②事理也，必需乎才③，有其才而继之以学④，继之以殚精竭

力⑤，虽一草一木，著作昭垂⑥；而况⑦志之为书，古今悉备⑧，钜细毕彰⑨，

隐显具载⑩；即在州邑，亦为国家方策攸关瑏瑡，断非庸才所能猝办瑏瑢者。

注　释

①书：志书

②纪：通 “记”，意为记载。

③必需乎才：必需有才。

④继之以学：继之，连续、紧接着；以学，凭借学问。继之以学，紧接着
凭借学习 （学识）。

⑤殚精竭力：殚精，用尽精力；竭力，用尽力气。殚精竭力，用尽精力和

力气。

⑥昭垂：彰显流传。

⑦况：况且。

⑧悉备：全部齐备。

⑨巨细毕彰：大小 （事件）都得到彰显。

⑩隐显具载：隐蔽和显露的 （事情）都得到记载。

瑏瑡方策攸关：方策亦即方册，指典籍；攸关，所关。方策攸关，关系到
（国家）典籍。

瑏瑢猝 （ｃù）办：仓促办理 （编修）。

余服古入官①，承乏②佐陇③，见夫④山川如此，田赋如此，人物风土如此，

城郭、仓庾⑤、关梁⑥、坛刹⑦亦复如此；而故家遗政⑧之余芳⑨，忠、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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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之盛迹⑩，概亦不乏。今昔同不同，未可知瑏瑡。于志是问瑏瑢，杳瑏瑣乎其不可

睹瑏瑤矣！欲起而修明瑏瑥，自量才学精力不能窥豹一斑瑏瑦，滋愧而有待瑏瑧。

注　释

①服古入官：服古，遵循古训；入官，做官。服古入官，遵循古训做官。

②承乏：谦辞，表示所任职位一时无适当人选，暂由自己充任。

③佐陇：担任知州的佐官 （同理州事）。佐，辅助、帮助。

④见夫：见，看见；夫，这里。见夫，看见这里。

⑤仓庾 （ｙǔ）：庾，露天的谷仓。仓庾，粮仓。

⑥关梁：关，关门；梁，津梁。关梁，关口、桥梁，指水陆要会之处。

⑦坛刹：坛，祭祀场所；刹，佛寺。坛刹，这里泛指祭祀场所和寺庙。

⑧故家遗政：故家，世家大族；遗政，流传下来的善政。

⑨余芳：比喻流传下来的美的名声或德行。

⑩盛迹：盛，美盛；迹，遗迹、痕迹、事迹。盛迹，美好事迹。

瑏瑡未可知：不知道。

瑏瑢于志是问：求教志书。

瑏瑣杳：昏暗不明。

瑏瑤其不可睹：看不到它 （志）的 （影子）。

瑏瑥修明：阐明。

瑏瑦窥豹一斑：看到豹子身上的一块斑纹。比喻才学精力不足。

瑏瑧滋愧而有待：自感惭愧，只能等待。

辛卯岁①，堂台②罗公③以浙左④名宿⑤、当世雄才，来刺陇右⑥，整纲饬

纪⑦，政洽化流⑧，庶绩⑨已敷⑩于此日瑏瑡，而表章瑏瑢尤著于瑏瑣将来；慨然州志之

沦亡瑏瑤，萃荐绅瑏瑥，咨黄发瑏瑦，搜诸残编断简之余，欲更新为黻黼瑏瑧文章之盛，

属余瑏瑨厥事瑏瑩。余虽不堪笔之役瑐瑠，而且瑐瑡乐为观成瑐瑢。

注　释

①辛卯岁：清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

②堂台：堂，官府治事的处所；台，古代对别人的敬称。堂台，执掌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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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这里指陇州知州。

③罗公：罗彰彝。

④浙左：地理上以东为左。罗彰彝是杭州人，杭州位于浙江东部，故称浙

左。

⑤名宿：有名望的老前辈。

⑥来刺陇右：来陇州任知州。陇右，陇山以西至黄河以东之地。 《陇州

志》所言陇右有误，陇州在陇山之东，其辖域不在陇右。

⑦整纲饬纪：亦即整饬纲纪。整饬 ，整顿；纲纪，法制。整纲饬纪，整

顿法制。

⑧政洽化流：政洽，政事融洽；化，习俗；流，河流。政洽化流，政事融

洽、习俗归流。

⑨庶绩：庶，副词，表示期望；绩，功业。

⑩已敷：已，已经；敷，传布。已敷，业已传布。

瑏瑡此日：当今。

瑏瑢表章：称扬、褒扬。

瑏瑣尤著于：尤，尤其、特别；著，显著、显露。尤著于，尤其显露在。

瑏瑤沦亡：灭亡。

瑏瑥萃荐绅：萃，聚集；荐绅，缙 （ｊìｎ）绅，指古代官宦的装束，亦为官

宦的代称。萃荐绅，聚集官宦或告老还乡的人。

瑏瑦咨黄发：咨，咨询；黄发，老人发白，白久则黄，故以黄发形容寿高之

形象，后以黄发指代老人。咨黄发，咨询老者。

瑏瑧黻 （ｆǔ）黼 （ｆú）：古代礼服上绘绣的纹样，借指华丽的辞藻。

瑏瑨属 （ｚｈǔ）余：属，通 “嘱”，嘱咐，委托。属余，委托我。

瑏瑩 （ｘｉāｎｇ）厥事：，同 “襄”，成。厥事，其事、这件事。厥事，

成就这件事 （修志）。

瑐瑠不堪 （ｒáｎｇ）笔之役：受不了为州志写序的惶迫不安。

瑐瑡而且：而，但；且，姑且。

瑐瑢乐为观成：乐，乐意；观成，看到成功。乐为观成，乐意看到州志写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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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既竣，捧而阅之，山川如此其昭昭①矣，田赋如此其井井②矣，人物土

风如此其表表③矣，城郭、仓庾、关梁、坛刹如此其彰明④，故家遗政、忠孝

节烈如此其较著⑤矣。不禁欣然而慰曰：其为古今之悉备⑥，巨细之毕彰⑦，隐

显之具载⑧，而无间然者⑨；虽属一州之志，而于以备我圣朝⑩ 轩之采，为方

策之垂瑏瑡，洵足征也瑏瑢，而不宁维是瑏瑣。

注　释

①昭昭：明亮、显明。

②井井：条理分明。

③表表：卓立、特出。

④彰明：表明。

⑤较著：明显。《史记·伯夷传》：“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⑥古今之悉备：古代和现在的事俱备。

⑦巨细之毕彰：大事和小事全部彰显。

⑧隐显之具载：隐蔽和显现的事都予记载。：

⑨而无间然者：没有断限和漏记之事。

⑩圣朝：对作者所处朝代 （清朝）的尊崇之称。

瑏瑡方策之垂：垂，流传。方策之垂，载入典籍传世。

瑏瑢洵足征也：洵，诚然、确实、的确；征，求、取。洵足征也，的确提供

了充足的资料。

瑏瑣不宁 （ｎìｎｇ）维是：宁，助词，无意；维，只、只有；是，这、这样。

不宁维是，不只是这样。《左传·昭公元年》：“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

顾是书也①，俾一展卷②，如入万花之谷，登群玉③之峰，游五都之市④，

众宝毕陈，千秋在目。其良工⑤心苦，继述⑥功高，殆⑦才以发之⑧，学以成

之⑨，精以结之⑩，力以充之瑏瑡，是以瑏瑢吐词成章，立言明理，播之当世而可

法瑏瑣，传之奕祀瑏瑤而可久也欤！

注　释

①顾是书也：顾，观、看；是书，这本书，指 《陇州志》。顾是书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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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阅读 《陇州志》。

②俾 （ｂǐ）一展卷：俾，使 （人）。俾一展卷，使人一打开书卷 （《陇州

志》）。

③群玉：即群玉山，神话传说中的仙山，产玉石。《穆天子传》中有 “癸

巳，至于群玉之山……四彻中绳，先王之所谓策府。”

④五都之市：五都，历史上各代多有五都之说，所指各有不同，这里的五

都泛指繁盛的大都市；市，市场，集中进行交易的场所。五都之市，繁华都市

里的市场。

⑤良工：技艺精良的匠人。

⑥继述：继，增益。继述，增益记述，这里指增加 （丰富）内容。

⑦殆 （ｄàｉ）大概。

⑧才以发之：才华发挥于州志中。

⑨学以成之：学识实践于州志中。

⑩精以结之：精力凝传于州志中。

瑏瑡力以充之：力气充盈于州志中。

瑏瑢是以：因此。

瑏瑣立言明理：立言，即著书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 《疏》：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

得其要，理足可传。”明理，阐明事理。立言明理，著书立说、阐明事理。

瑏瑤可法：可以取法。

瑏瑥奕 （ｙì）祀：永久。

余获①躬逢其盛②，附名于斯志之末③，不可谓非幸也④，爰是⑤述其始末⑥

云。

注　释

①获：得、能够，得以。

②躬逢其盛：亲身编修 《陇州志》这样的盛事。

③斯志之末：这本志书 （《陇州志》）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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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不可谓非幸也：不能说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⑤爰是：于是。

⑥述其始末：讲述其编纂的过程。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菊月①，儒林郎②同理陇州事③加一级，铁岭④黄士

瞡⑤敬题。

注　释

①菊月：指农历九月，因菊花于此月盛开而故名。

②儒林郎：官阶名，隋置，文散官名，唐制为正九品上封阶，金授从七品
下文官，元改文官从六品，明清改为从六品封阶。

③同理陇州事：陇州州同官名的释语，州同为清代地方各州之副职。明代
设州同知，清沿置，改称州同，从六品，与州判分掌督粮、捕盗、海防、水利

诸事。

④铁岭：地名，在辽宁省东北部、辽河中游。辽设银州，明设铁岭卫，清
改铁岭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铁岭市。

⑤黄士瞡 （ｊǐｎｇ）：本序撰写者，清康熙四十六年 （１７０７）任陇州州同，
康熙六十一年 （１７２２）卸任，《陇州志》同修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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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山川，天下之文章①也。山川有竟②乎？无竟也！足未经舆图③之

广，目未睹风土之盛④，未尝⑤不叹山川不竟，而文章亦无竟也。

注　释

①文章：色彩和花纹。

②竟：完毕、终了，这里指尽头。

③舆 （ｙú）图：即地图，也称 “舆地图”。

④盛：美，丰盛。

⑤未尝：未曾、不曾。

余家青门①，沣、渭汤汤②，终南矗峙③，窃拟④为山川奇胜⑤、文章天巧⑥

也。乃⑦秉铎⑧陇右，厉涉⑨水，游焉息焉⑩，而且忘其为高深焉者。朝来爽

气，环峰丛翠瑏瑡也；暮寒萧萧，群流潆洄也，觉胸中目中已不作畴昔观瑏瑢。迨瑏瑣

履吴山瑏瑤，涉五峰瑏瑥，峭壁秀明瑏瑦，咽流瑏瑧瀑布；龙门瑏瑨、景福瑏瑩、清凉瑐瑠胜地，

令人心旷神怡；温水一泓瑐瑡，牛心瑐瑢石片，徘徊其下，久之不忍去。毋俟瑐瑣遍五

岳瑐瑤、历四渎瑐瑥，已恍然：天地之山川，自然之文章矣！至若瑐瑦古迹、胜概瑐瑧、

建筑、土赋瑐瑨、人文蔚起瑐瑩，其殆瑑瑠山川之协应瑑瑡欤！非谋古通今瑑瑢，淹贯时

事瑑瑣，建言立论可宝金鉴瑑瑤，不能笔之瑑瑥以昭垂瑑瑦不朽也。余制义瑑瑧拘儒瑑瑨，相牵

帖括瑑瑩，纂修瑒瑠之愿，顾有志而未逮瑒瑡。

注　释

①青门：即霸城门，城门名。汉代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汉书·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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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天凤三年）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颜师古 《注》

曰：“《三辅黄图》云，长安城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以其青色，名曰青门。”

青门，这里指西安。

②沣 （ｆēｎｇ）渭汤 （ｓｈāｎｇ）汤 （ｓｈāｎｇ）：沣水，亦作襎水、酆水，即今

陕西沣河，源出陕西秦岭山中，北流至西安市西北，纳入贑 （ｊｕé）水，分流

注入渭水，为关中八川之一。历代建都渭南，錾引诸川为津渠，沣水故道已

亡。西周沣京即建于此水西岸。渭水，黄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源出甘肃渭源县

西北鸟鼠山，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内，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

黄河。渭河河渠纵横，自汉至唐，皆为关中漕运要道。汤汤，水大流急貌。沣

渭汤汤，沣河与渭河水大流急。

③终南矗峙：终南，秦岭山峰之一，又称南山，古名中南山、地肺山、太

一山、周南山 ，又泛称秦岭，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诗·秦风·终南》中有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书·禹贡》中有 “终南物，至于鸟鼠”，皆指此

山。矗峙，高耸。终南矗峙，终南山高耸。

④窃拟：私自 （下）估量。

⑤奇胜：罕见的优美。

⑥文章天巧：文章，本意为错杂的色彩或花纹，这里为美、美丽之意；天

巧，巧夺天工。文章天巧，美得巧夺天工。

⑦乃：于是。

⑧秉铎：担任教官，这里指担任陇州学政。

⑨厉涉：厉，疑为 “历”之误。历，多次；涉，步行渡水。历涉，数次

渡过 （水）。

⑩游焉息焉：游，游玩、游览；息，停止、休息；焉，语气词。游焉息

焉，游游停停。

瑏瑡环峰丛翠：环峰，四面的山峰；丛翠，丛绿。

瑏瑢畴昔：往日。

瑏瑣迨：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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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履吴山：登上吴山。

瑏瑥涉五峰：涉，进入、到；五峰，吴山的五个山头。涉五峰，进入吴山的

五个山头。

瑏瑦秀明：秀丽清亮。

瑏瑧咽流：细流。

瑏瑨龙门：即龙门山，又曰龙门洞，位于今陇县城西北新集川镇景福山对面

的西峰上，距陇县城３５千米，海拔１８００米，石灰岩地质。古名灵仙岩，碑载

“始于春秋，建于西汉”。据载，周有大夫尹喜弃职归山，隐居灵仙岩；汉代

娄景隐居后更名景福山；唐代医学家孙思邈避诏隐居，施药济世；元代丘处机

栖居于此时，名曰龙门山，后改龙门洞。丘处机在此创立了道教全真道龙门

派，龙门洞因此而成为 “龙门祖庭”。龙门洞山水奇丽，有３６洞、２４潭，被

誉为 “关中山水之奇观”。

瑏瑩景福：即景福山，位于今陇县城西北温水镇境内，景福山山势陡峻，林

木葱茏，风光宜人。山中有凤爪、朝元、定心３峰及八仙崖等景观。山上道院

内建有灵官楼、玉皇阁等庙宇，为关中西部之名胜。

瑐瑠清凉：山名，位于今陇县城西北温水镇境内，山势挺拔，山顶林木苍

翠。

瑐瑡温水一泓 （ｈóｎｇ）：指今陇县城西北温水镇温河沟中的老龙殿温泉水。

泓，量词，用于水。一泓，一条 （渠）流水。

瑐瑢牛心：山名，位于今陇县城南八渡镇境内。山势酷似牛心，故名。

瑐瑣毋 （ｗú）俟 （ｓì）：毋，不；俟，等待、等候，期待。毋俟，不需要等

待。

瑐瑤五岳：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

恒山、中岳嵩山。传说中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祭祀。

瑐瑥四渎 （ｄú）：古人对四条独流入海大川的总称，即江 （长江）、河 （黄

河）、淮 （淮河）、济 （济水）。古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即指五岳与四渎。

瑐瑦至若：至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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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胜概：盛景，美丽的景色。

瑐瑨土赋：田赋。

瑐瑩人文蔚起：人文，各种文化现象；蔚起，蓬勃兴盛。人文蔚起，文化勃

兴。

瑑瑠殆：大概，表示推测。

瑑瑡协应：相互辉映、相互呼应。

瑑瑢谋古通今：谋，咨询；谋古，研究古代；通今，通晓当今。谋古通今，

通晓古今。

瑑瑣淹贯时事：淹贯，淹博贯通， 《新唐书·柳登传》中有 “淹贯群书”；

时事，当时之政事、世事。淹贯时事，博通世事。

瑑瑤可宝金鉴：可当作宝贝，可以作为借鉴。

瑑瑥笔之：书写、写作，写出。

瑑瑦昭垂：昭，光、光明；垂，流传。昭垂，光辉流传、光辉传世。

瑑瑧制义：明清科举考试的文字形式，即八股文。

瑑瑨拘儒：守旧、迂阔的儒生。

瑑瑩相牵帖括：相牵，相互牵连；帖括，唐代改考试制度，明经科以 “帖

经”试士，后因应试的人多，考官常选偏僻的章句为题，考生因取偏僻隐幽的

经文，编为歌诀，熟读记忆，以应付考试叫帖括，意为总括 “帖经”的考试

范围。相牵帖括，与功名相伴，忙于科考，追求功名。

瑒瑠纂修：编辑修撰，这里指编修 《陇州志》。

瑒瑡未逮：不及。

刺史罗公①，以浙水②伟人来牧③兹土④，经济⑤文章双美无媲⑥，政事之暇

兴思⑦州志，慨然而叹曰：“州有志，犹国有史也，斯志⑧将⑨安在⑩？”盖缘瑏瑡

吴逆之变瑏瑢，戎马瑏瑣满关山，生民遭涂炭瑏瑤，兵燹烬余瑏瑥，志乘瑏瑦俱为残缺矣！

迄瑏瑧于今，山河如故，城郭依然；土田中荒瑏瑨而今复辟瑏瑩，生齿中衰瑐瑠而今复

盛瑐瑡；财赋之盈缩瑐瑢，风俗之奢俭瑐瑣，以及忠孝节烈、荐绅瑐瑤先生之表表瑐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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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者瑐瑦皆略焉弗载瑐瑧。

注　释

①刺史罗公：刺史，官名，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１０６）设部 （州）刺史，

督察郡国，官阶低于郡守。成帝绥和元年 （前８）改为州牧。东汉光武建武十

八年 （４２）复为刺史。灵帝时 （１６８—１８９）复改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

军政大权。魏晋重要的州、郡由都督兼任刺史，权力更大。隋以后，刺史为一

州的行政长官，以后刺史成为太守的别称 （中间只有隋炀帝及唐玄宗时曾两度

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不久都复旧）。宋制设知州，以朝臣充任，虽仍有

刺史一官，仅属虚衔。元、明以后，刺史官名亦废。清代用作知州的别称。罗

公，对罗彰彝恭称。刺史罗公，陇州知州罗彰彝。

②浙水：浙水亦称浙江，即钱塘江。

③牧：治理、管理。

④兹土：兹，此、这。兹土，这块地方。

⑤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杜甫 《上水遣怀》诗：“古来经济才，何

事独罕有。”

⑥双美无媲：无媲，无以媲美、无以匹敌，没有能比得上的。双美无媲，

两样都美到无以匹敌。

⑦兴思：兴，兴起、发动；思，思考、想。兴思，产生了 （编修州志的）

想法。

⑧斯志：斯，指示代词，意为 “此”；志，《陇州志》。斯志，《陇州志》。

⑨将：又。

⑩安在：在哪里，在什么地方。

瑏瑡盖缘：盖，连词，承接上文，表示缘由；缘，因为。盖缘，因为。

瑏瑢吴逆之变：吴逆，指吴三桂；变，事变、兵变，突然发生的事情。吴逆

之变，指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吴三桂举兵叛乱、自称周王。

瑏瑣戎马：军马，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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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涂炭：亦作 “荼炭”。涂，泥淖；炭，炭火。涂炭，比喻极端痛苦的境

地。《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孔传：“民之危险，若陷泥坠

火。”

瑏瑥兵燹 （ｘｉǎｎ）烬余：兵燹，兵火、战火；烬余，灰烬剩余。兵燹烬余，

战火焚烧之后。

瑏瑦志乘：地方志书。记载地方的疆域沿革、人物、山川、物产、风俗等。

章学诚 《文史通义·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

尚矣。”

瑏瑧迄：至、到。

瑏瑨土田中荒：土地荒芜。

瑏瑩复辟：复，恢复；辟，开垦。复辟，恢复开垦，恢复耕种。

瑐瑠生齿中衰：生齿，古人生男八月而生齿，女七月而生齿，官府俱登记其

数，载入户籍。《周礼·秋官·小司寇》有 “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

登于天府。”后世因谓人民为生齿。中衰，伤害衰减。生齿中衰，人口减少。

瑐瑡盛：兴旺、旺盛。

瑐瑢盈缩：充盈与减少。《战国策·秦策三》：“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

道也。”

瑐瑣奢俭：奢，奢侈、浪费。俭，节约、不奢侈。奢俭，浪费与节俭。

瑐瑤荐绅：亦称绅、缙绅。“”通 “缙”，意为 “插”；绅，束腰的大带

子；古时仕宦者垂绅笏，因此而称士大夫为绅、缙绅。

瑐瑥表表：卓立、特出。唐韩愈 《昌黎集·祭柳子厚文》：“富贵无能，磨

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韩伟。”

瑐瑦当时者：当时的人。

瑐瑧略焉弗载：略焉，略去；弗载，不记载。

嗟嗟①！州志不备②，文献无征③，千年长夜矣！于是咨之荐绅耆老，搜之

断简残篇，汇为一州之志；条晰鱏缕④，厘然毕举⑤，征实⑥以昭往迹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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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⑧以示来兹⑨，煌煌⑩乎黄钟大吕瑏瑡。法三代瑏瑢之遗言，垂不朽之世业瑏瑣，不

特瑏瑤山川之异、文章瑏瑥之用，即此一卷之书，今古载焉！抑瑏瑦亦可以用之无穷，

推之不竭瑏瑧矣！

注　释

①嗟 （ｊｉē）嗟：表示感叹或叹息。

②不备：不完备。

③无征：征，求、取。无征，无处求取。

④条晰鱏 （ｌｕó）缕：条晰，条理清晰；?缕，逐一详细叙述。条晰鱏缕，

条理清晰、陈述详细。

⑤厘然毕举：厘，长度单位，十毫为一厘，常比喻事物非常微小；然，这

样、那样；毕，皆、全；举，提出、举出。厘然毕举，毫厘那样微小的事物全

都列出。

⑥征实：征，追究、追问；实，证实。征实，研究证实。

⑦以昭往迹：昭，明白，昭显；往迹，已经过去的事，往事。以昭往迹，

以昭明历史事件。

⑧备著：全部记载。

⑨以示来兹：兹，年，通常只用在 “今兹”和 “来兹”中；来兹，来年，

这里代指后人。以示来兹，用来给后来人看。

⑩ 煌煌：明亮。

瑏瑡黄钟大吕：黄钟，古乐十二律之一，声调最洪大响亮；《周礼·春官·

大司乐》有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 《云门》，以祀天神”，《礼记·月令》仲

冬之月有 “其日壬癸……其音羽，律中黄钟”， 《注》： “黄钟者，律之始也。

九寸，仲冬气至则黄钟之律应。”大吕，古代乐律名，古乐分十二律，阴阳各

六，六阴皆称吕，第四为大吕。黄钟大吕，形容音乐或文辞正大、庄严、高

妙、和谐。

瑏瑢三代：指夏、商、周。 《荀子·王制》中有 “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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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语。

瑏瑣世业：世代相传的事业，指 《陇州志》将流传久远。 《汉书·叙传》：

“方今雄桀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

瑏瑤不特：特，独、仅、只。不特，不只、不独、不仅。

瑏瑥文章：文字、文辞，亦泛指独立成篇的文字。

瑏瑦抑：发语词，无意。

瑏瑧推之不竭：推广不尽。

余不敏①，倡教百里②，欲赞一辞③而不能；矧④志，史书⑤也，非经世鸿

才⑥不敢漫拟⑦。余复何言⑧？第就⑨平日所阅，历乎山川者如是⑩也，因山川

窃见瑏瑡夫文章如是也，因文章而愈思瑏瑢夫山川之无竟瑏瑣，与文章之无竟如是也。

展斯志也，举瑏瑤古今全陇瑏瑥了若列星瑏瑦，则凡山河、城郭瑏瑧、土田、生齿、财赋、

风俗，以及忠孝节烈、荐绅先生宛然在目瑏瑨，俾瑏瑩披阅之下，恍然进一大观瑐瑠

矣！倘得瑐瑡所在皆然瑐瑢，从几席瑐瑣之上，不可周知天下之大、古今之故哉瑐瑤？余

欣慕不置瑐瑥，而表章瑐瑦之责，亦名教瑐瑧所弗容辞瑐瑨，是以瑐瑩敢为之叙瑑瑠。

注　释

①不敏：敏，聪慧；不敏，不聪明。

② 倡教百里：倡教，倡导教化；百里，百里之地，比喻地方很小。倡教

百里，倡导教化百里之地，这里指担任陇州学正教化学子、引领匡正社会风

化。

③ 欲赞一辞：想辅助写一句。

④ 矧 （ｓｈěｎ）：何况。《诗经·大雅·抑》：“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⑤ 史书：历史书籍。

⑥经世鸿才：经世，治理世事；鸿才，大才。经世鸿才，治理世事的鸿大

才智。

⑦漫拟：漫，副词，随意、任由，枉；拟，草拟、起草。漫拟，随意草

·２４·



《陇州志》序

撰。

⑧余复何言：复，再、又；何言，有什么可言，有什么说的。余复何言，

我还有什么可言。

⑨第就：第，但、且。第就，且就。

⑩如是：如此、这样。

瑏瑡窃见：窃，谦词，私自、私下。窃见，私自认为。

瑏瑢愈思：更加思考。

瑏瑣无竟：竟，终了，完结。无竟，没有边际。

瑏瑤举：皆、全。

瑏瑥全陇：整个陇州。

瑏瑦城郭：郭，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城郭，城池。

瑏瑧了若列星：了，明白；若，像；列星，像罗布天空、定时出现的恒星。

了若列星，明白得像天空的星星。

瑏瑨宛然在目：宛然，好像。宛然在目，好像在眼前。

瑏瑩俾：使。

瑐瑠大观：壮观、丰富多彩的景象。

瑐瑡倘得：倘，假如；得，能够。倘得，假如能够。

瑐瑢皆然：都是这样。

瑐瑣几席：泛指桌子。

瑐瑤不可周知天下之大、古今之故哉：不就可以周知天下之大，古今之事

吗？

瑐瑥欣慕不置：不置，不放。欣慕不置，爱慕不放 （手）。

瑐瑦表章：显扬，表扬。《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

表章 《六经》。”

瑐瑧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这里指儒家纲常礼教。

瑐瑨所弗容辞：所不容辞。

瑐瑩是以：因此，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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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叙：写序言。

康熙五十二年菊月，陇州学正①加一级，青门郭述璞②敬题。

注　释

①学正：官名。宋代国子监设学正、学录各五人，掌学规、考教训导。元

代由礼部及行省、宣慰司任命的路、州、县学官称学正。明清国子监亦设学

政。地方所设的学官府，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政，县学称教谕，负责教育所

属生员。这里的学政指州学官。

②郭述璞：清代陕西长安举人，陇州儒学学正， 《陇州志》同修者之一，

本序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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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邑①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有三长②，曰才、曰学、曰识。非其人

焉，不敢任其责。今陇与雍③、岐④相接，延袤⑤数百里；其间若田赋，若户

口，若山川、风土、人物，以及昆虫、草木之蕃滋⑥，器用⑦、财贿⑧之饶裕⑨，

皆所必书，以备职方之采。

注　释

①郡邑：郡，古代行政区划名；邑，人民聚居的地方，城镇、县。郡邑，

一郡之辖域，此处泛指地方行政区划。

②史有三长：史有三长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著名史学观点。刘知几，字

子玄，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高宗永隆元年 （６８０）进士，历任著作佐郎、

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一生著述颇丰。所著 《史通》２０卷，为中国古代第一

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极大。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

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 “三长”的论点。史才，即研究能力和表述技

巧；史学，即历史知识；史识，即对历史的见解。他认为 “三长”必须兼备，

而史识最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不掩饰，不虚

美”。刘知几的 “三长”之说，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被时人称为笃论，对

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③雍：地名，历史上曾有雍州、雍县、雍城等古地名，其名源自于今陕西

凤翔县境内的雍山、雍水。雍州辖域约为陕西中北部、甘肃陇东与陇中高原、

青海省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雍城在今凤翔县南。雍县约为今凤翔县

辖域。此处的 “雍”指今凤翔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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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岐：地名，古称岐州，今为陕西省岐山县，因境内南部有岐山而得名。

⑤延袤：绵亘，绵延连续。

⑥蕃 （ｆáｎ）滋：茂盛滋生。

⑦器用：器皿用具。

⑧财贿：财货。

⑨饶裕：富厚、丰足，多。

往者，郡伯黄公①纂成卷帙②，去今③五十余年，中遭兵燹，什无一存④；

虽有守土之贤⑤欲起而修明之，以其时之择而不详⑥，与其后之遗而不录⑦，每

苦于考据之无因⑧，亦唯有付之咨嗟⑨叹息已耳。自非才、学、识三长兼备者，

不能汇成一书，使开卷之下了如指掌也。

注　释

①郡伯黄公：郡伯，旧称知府为郡伯，以其掌管一郡，相当于古代的方

伯；黄公，陇州知州黄云蒸，清康熙十四年 （１６５７）莅任，福建惠安人，曾主

持编纂 《陇州志》，志书在战乱中散失。郡伯黄公，（陇州）知州黄云蒸。

②卷帙 （ｚｈì）：篇章；书籍。

③去今：去，距离。去今，距离今天。

④什无一存：什，数量词，十个物件 （人）为一什。《管子·立政》有言

“十家为什”，《荀子·王制》中有 “田野什一”之说。什无一存，残留下来的

还不到十分之一。

⑤守土之贤：守卫这块土地的贤德之人。

⑥以其时之择而不详：因对当时志书记载的内容已不能详知。

⑦与其后之遗而不录：志书编纂之后发生的事件又无史籍载录。

⑧ 考据之无因：因，凭据。考据之无因，考证无凭据。

⑨咨嗟：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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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郡伯罗公以阀阅①世家、经济宏才，奉命来牧兹土，剔弊恤残②，爱民

养士③，政教④遍洽，人心⑤民诵，堪编周 《雅》⑥；兹复加意⑦州志，慨然以纂

修为己任，用是⑧讨论搜辑⑨，访之故老、索之残编，手书期月瑏瑠而成卷帙，捐

俸剞劂瑏瑡，以尽表章瑏瑢，甚盛善也瑏瑣。

注　释

①阀阅：本作 “伐阅”，世宦门前旌表功绩的柱子，这里借指官僚豪门。

②剔弊恤残：剔弊，除去弊端；恤残，救济伤残。

③爱民养士：士，读书人、有某种品质和某种才能的人。爱民养士，爱护

百姓、培养有才能的人。

④政教：政治与教化。 《荀子·王制》： “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

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 （勉）尽，而众庶不偷，冢

宰之事也。”

⑤遍洽 （ｑｉà）人心：洽，和谐、融洽。遍洽人心，使人心普遍融合。

⑥ 《雅》：《诗经》中的 《大雅》 《小雅》的合称。后世以之与 《颂》称

盛世之乐。

⑦兹复加意：兹，现在；复，再、又；加意，注意、留意。兹复加意，现

在又留意。

⑧用是：因此。

⑨搜辑：搜，搜集；辑，辑录。搜辑，搜集、辑录。

瑏瑠期月：一整年。

瑏瑡捐俸剞劂：捐献俸禄刻印。

瑏瑢表章：显扬。 《汉书·武帝纪赞》：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

《六经》。”章，也作 “彰”。

瑏瑣甚盛善也：极大的善事。

昔三闾①居楚②，沅芷③、湘兰④皆附 《离骚》⑤以传。今郡伯有公⑥，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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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之一草一木皆有厚幸⑦，矧夫田赋之荒辟⑧，户口之盛衰，山川、人物、风

土之因革⑨，有不藉⑩，以弥昭瑏瑡也哉？至考核详明、编次厘定瑏瑢、条分缕柝、

井然不紊、开卷披帙瑏瑣、了如指掌，则公之善政，偕公之苦心与斯志瑏瑤并垂不

朽矣！

注　释

①三闾 （ｌǘ）：即三闾大夫，代指屈原。三闾大夫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

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屈原曾

任此职。《史记·屈原列传》裴
"

集解 “《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三族三

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简言之，三闾大夫是

楚国掌管三大姓的宗族事物之官。　

②楚：古国名，楚国，周代诸侯国，战国时为七雄之一，原辖域在今湖北

和湖南一带，后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

③沅 （ｙｕáｎ）芷 （ｚｈǐ）：沅，水名，即沅江，源出贵州都匀市云雾山，上

游为清水江，自西向东，至湖南洪江市 （汉铎成县）下始称沅水，经沅陵、

桃园等县，至汉寿县注入洞庭湖。芷，白芷，一种香草。沅芷，沅江两岸的香

草。

④湘兰：湘，水名，称湘江，亦称湘水，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源出广西灵

川县海阳山西麓，同桂江上源灵渠相通，东北流贯湖南省东部，经衡阳、湘

潭、长沙等到湘阴县芦林潭入洞庭湖。兰，兰草，一种香草。湘兰，湘水旁边

的香草。

⑤ 《离骚》：《楚辞》篇名，这里指代 《楚辞》。《楚辞》是中国古代第一

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西汉刘向辑，收有战国楚人屈原、宋玉、景差诸赋；附

以屈赋形式的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刘向自己的辞赋

共１６篇，后王逸增入己作 《九思》，成１７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

篇也都承袭屈赋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风土物

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 《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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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序

⑥郡伯有公：公，对人的尊称，指陇州知州罗彰彝。郡伯有公， （陇州）

有你 （罗彰彝）。

⑦厚幸：厚，重、大、多、深。厚幸，大幸。

⑧荒辟：荒，荒芜、荒废；辟，开垦、开辟。荒辟，荒芜与开垦。

⑨因革：因，沿袭；革，改革、变革。

⑩藉：通 “借”。

瑏瑡弥昭：弥，更加；昭，明亮、明显、明白。弥昭，更加明白。

瑏瑢编次厘定：编次，按一定的次序编排；厘定，整理制定。编次厘定，按

一定次序整理编排。

瑏瑣披帙：翻阅卷本。

瑏瑤斯志：指 《陇州志》。

余秉铎①陇右，才浅学疏，识拘坐井②，今幸窥董狐③之传笔，附 《春

秋》④之遗旨⑤，故不揣鄙陋，搦管而志⑥其事云。

注　释

①秉铎：古代职掌文教的官，亦称司铎，这里指担任陇州训导，从事学校

教育管理工作。

②识拘坐井：见识拘泥，如坐井观天。

③董狐：春秋战国时的史官，周人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

狐。

④ 《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

《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 （前７２２），终于鲁哀公十四

年 （前４８１），计２４２年，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春秋》文字简短，相传寓有

褒贬之意，后世称为 “春秋笔法”。解释 《春秋》的有 《左传》 《公羊》和

《后梁》等三传；《春秋》经文分载在各传之前。

⑤遗旨：遗传下来的宗旨，这里指 “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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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⑥搦 （ｎｕò）管而志：搦，握持；管，毛笔。搦管而志，执笔而记。

康熙五十二年菊月，陇州训导①加一级，鹿苑②马和义③敬题。

注　释

①训导：官名，明清地方官学之学官，各府、州、县学均设，分别为府学

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之副职，掌教育所属生员，清末废除。

②鹿苑：县名，在今陕西高陵县境。唐武德二年 （６１９），分高陵置鹿苑

县，贞观元年 （６２７）废除，归入高陵。

③马和义：陇州儒学训导，陕西高陵县岁贡，《陇州志》同修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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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跋①

先儒有言曰：“生民之休戚②，视守令③之贤否。”所谓贤守令者，不特一

时之教养④措施悉洽⑤也，凡有裨⑥于民生、风化⑦，昭往迹、示来兹，欲期⑧

无遗而后已⑨，必且谋厥载籍⑩，以备观型瑏瑡而垂经久，庶瑏瑢政治瑏瑣于是乎成。

自俗吏相沿，簿书刑名瑏瑤之外概置勿问，政教不修，何有载籍？宜瑏瑥其视为不

急，而听瑏瑦其散轶无征瑏瑧也。

注　释

①跋：文体的一种，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介书籍、文章的内

容或说明写作经过。

②休戚：喜乐与忧虑。《国语·周语下》：“晋孙谈之子周 （晋悼公）适

周，事单襄公。……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襄公……曰：

‘……为晋休戚，不背本也。’”也作 “休睮”。

③守令：指太守、刺史、县令等地方官。

④教养：教育培养。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

孙。”

⑤悉恰：悉，全、都；恰，恰好、正好、适当。悉恰，都适当。

⑥裨：裨，弥补。

⑦风化：风俗教化。

⑧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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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无遗而后已：无遗，没有遗漏；后已，停止、完毕。无遗而后已，不留

遗漏为止。

⑩谋厥 （ｊｕé）载籍：谋，筹策、图谋、营求 ；厥，其，那个；载，充

满；籍，书籍。谋厥载籍，谋求写在书上。

瑏瑡观型：观，细看、看、鉴戒；型，铸造器物的模子，引申为典型、式

样。观型，阅读鉴戒。

瑏瑢庶：表示希望。

瑏瑣政治：政事治理。

瑏瑤簿书刑名：薄书，指很少的书；刑名，刑罚的名称。

瑏瑥宜：应该。

瑏瑦听：听凭、任凭。

瑏瑧散轶无征：散轶，散失；无征，无法求取。散轶无征，散失而无法求

取。

陇之有志，由来旧①矣，兵火后付之灰烬。顺治②辛丑③，闽中④黄公⑤来

莅兹土，慨然起而创修之，而⑥一州之典⑦已得其梗概。无何⑧，又遭甲寅之残

?⑨，片简⑩无存，方策瑏瑡莫考，阙瑏瑢事孰大焉！惟瑏瑣州有志，犹国有史。史掌

于史官，日有录，岁有纪，政有书瑏瑤。郡邑得人瑏瑥则志修，否则废。志废则事

皆逸瑏瑦，文献不足征矣，岂细故哉？

注　释

①旧：久，历时长的。

②顺治：清代福临 （世祖）年号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③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

④闽中：闽，福建省的简称。中，指一定范围之内。闽中，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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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跋

⑤黄公：指清初陇州知州黄云蒸。

⑥而：因而。

⑦一州之典：一州，指陇州；典，典籍，这里指 《陇州志》。一州之典，

陇州的典籍 （《陇州志》）。

⑧无何：无几何时，不久，也作 “亡何”。《史记·曹相国世家》：“惠帝

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 ‘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

参。”

⑨残? （ｈｕǐ）：残，残暴；?，燃烧。残?，残暴焚烧。

⑩片简：简，竹简、木简，指古代用竹片或木片刻字而成的书。片简，零

星的书简。

瑏瑡方策：典籍。

瑏瑢阙：应为 “厥”字之误。厥，代词，代指 “方策莫考，片简无存”等

事。

瑏瑣惟：句首语气词，无意。

瑏瑤政有书：政，政事；书，记载、书写。政有书，政事有记载。

瑏瑥郡邑得人：郡邑获得人才。

瑏瑦皆逸：逸，亡失、散失的意思。皆逸，全部散失。

钱塘罗公，今守吾陇，鸿才①伟略，德盛化神②。期月③间，振纲布纪④，

庶绩维新⑤，百度具举⑥，州治顿改旧观。而政事之余复怆乎⑦郡志之缺，劳心

博采，咨之耆老⑧，索之残篇，举凡⑨宪章典则⑩、政教纲维瑏瑡、山川土田、鸟

兽草木，罔不抉摘瑏瑢?罗瑏瑣；夜以继昼，手书汇辑成编，捐资剞劂，以传不朽；

俾后之披阅者睹忠孝而爱敬生瑏瑤，观节义瑏瑥而贞烈瑏瑦起，其有益于风化者，良匪

浅鲜瑏瑧。而且览境域之盛概，知田赋之虚盈瑏瑨，识物产之生植瑏瑩，全陇舆图瑐瑠，

古今在目。苟瑐瑡非德业宏远瑐瑢、才识淹通瑐瑣，何能政事、文章卓卓瑐瑤若是瑐瑥？是瑐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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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不特为瑐瑧一时之计，而直为瑐瑨经久之模瑐瑩矣！他日采风陈俗瑑瑠，于兹志也，有厚

赖瑑瑡也与？

注　释

①鸿才：大才。

②德盛化神：德盛，德大；化神，化为神奇。德盛化神，溢美之词，大德

育化神奇。

③期月：一年。

④振纲布纪：振纲，振作纲常 （纲常即封建社会伦理道德 “三纲五常”

之简称）；布纪，宣告、公告。振纲布纪，振作纲常、严明法纪。

⑤庶绩维新：庶绩，各项事业都获得成功；维新，变旧法、行新政称为维

新。庶绩维新，各项事业焕然一新。

⑥百度具举：度，制度、法度；举，举起、抬起。百度具举，各项制度全

都建立。

⑦怆 （ｃｈｕàｎｇ）：悲伤。

⑧咨之耆老：咨，咨询；耆老，指年老或老人。咨之耆老，咨询老人。

⑨举凡：举，全、皆；凡，凡是。举凡，大凡、凡是。

⑩宪章典则：宪章，典章制度；典则，准则。宪章典则，制度准则。

瑏瑡政教纲维：政教，政治与教化；纲维，国家法度。政教纲维，政治教化

与国家法度。

瑏瑢罔 （ｗǎｎｇ）不抉摘：罔，无、没有。罔不抉摘，无不选取。

瑏瑣? （ｓōｕ）通 “搜”。

瑏瑤爱敬生：生，产生；爱敬，兄爱弟敬之简缩语。

瑏瑥节义：节操与义行，亦作 “节宜”。

瑏瑦贞烈：贞烈，贞洁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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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跋

瑏瑧良匪浅鲜：良，的确、确实、很；匪，非、不是。良匪浅鲜，确实不是

浅鲜之事。

瑏瑨虚盈：虚，空、空虚，这里指亏空；盈，充满、盈余。虚盈，亏空与盈

余。

瑏瑩生植：生，草木生长，产生、发生；植，栽种、繁殖、生长。生植，生

长栽种，亦可理解为物产的种类。

瑐瑠舆图：舆，疆域。舆图，地图。

瑐瑡苟：如果、假如。

瑐瑢德业宏远：宏远，宏伟远大。德业宏远，德行和事业宏伟远大。

瑐瑣淹通：博洽而通达。

瑐瑤卓卓：特立之状，同鹤立鸡群之意；《世说新语·容止》：“稽延祖 （嵇

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瑐瑥若是：如此、这样。

瑐瑦是：这、这个。

瑐瑧不特为：不单是、不只是、不仅是。

瑐瑨直为：直，当。直为，当为。

瑐瑩模：规范、模范、楷式。

瑑瑠采风陈俗：采风，古代称民歌为 “风”，称搜集民间歌谣为采风，后人

将采诗亦称为采风，后来将从民间采集文艺素材通称为采风；陈，述说；陈

俗，陈述民间习俗。采风陈俗，采集民间习俗。

瑑瑡厚赖：重要依靠。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桂月①下浣②之吉。

郡人阎趝③顿首④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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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注　释

①桂月：农历八月。

②下浣：浣，亦作 “遆”，指农历每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

③阎趝 （áｏ）：清代陕西省陇州人，恩贡，《陇州志》参订者之一，本跋

撰写人。

④顿首：周礼九拜之一，头扣地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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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志姓氏

纂　修　陇州知州加一级罗彰彝 （松山①浙江钱塘贡监②）

同　修　陇州同知加一级黄士瞡 （稚宋③奉天④铁岭官生⑤）

陇州儒学学正加一级郭述璞 （晋卿⑥陕西⑦长安⑧举人⑨）

陇州儒学训导加一级马和义 （方公⑩陕西高陵瑏瑡岁贡瑏瑢）

参　订　州瑏瑣恩贡瑏瑤阎趝

原任府谷县瑏瑥训导、州岁贡张士俊

州选贡瑏瑦王幸学

州岁贡刘新命

州岁贡张阩

州岁贡阎永清

州岁贡马锡庶

讨　论　州岁贡温粹

州岁贡张文懋

州岁贡张文宪

州岁贡李若桂

州岁贡马千云

州岁贡阎克承

州岁贡阎雍

州恩贡马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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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采　访　州廪生瑏瑧阎御录

州廪生李枝秀

州廪生李宫植

州廪生阎?

较　阅　州廪生郑可大

州廪生妙超

州廪生王缙

州廪生姚觉世

督　工　长宁驿瑏瑨驿丞瑏瑩加一级杨景昂

注　释

①松山：罗彰彝的字。

②贡监：即贡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秀者，

升入京师的国子监 （太学）修业，称贡生。这些入国子监就读，或取得入监

资格者，也统称监生。唐元和二年 （８０７）置东都监生一百员，为监生名之始。

明设国子监，令各地择诸生学行优者，送国子监就学；举人会试不第，亦得入

国子监。入学者，举人称举监，生员 （在太学学习的人员）称贡监，品官子

弟称荫监，捐资称例监。清代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之别。

③稚宋：黄士瞡的字。

④奉天：旧省名，即今辽宁省地。

⑤官生：明代文官一品至七品，得荫一子为官，或入国子监读书，后因人

数过多，渐加限制，在京三品以上方得请荫，称官生，清代科举制度中，大臣

子弟请荫者得入国子监读书，其应乡试者也称官生。

⑥晋卿：郭迷璞的字。

⑦陕西：省名，清初陕西省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康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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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志姓氏

年 （１６６３），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析出，置甘肃省。此后陕西辖境

始与今陕西同。

⑧长安：我国古都之一，即今陕西西安市。又，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郊、秦岭北麓。此处言 “长安”者，指长安县。

⑨举人：汉代取士尚无考试之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故谓之举人。章帝

建初元年 （７６）诏：“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癒亩。”以举人为身份名称始

见于此。唐宋科举取士，唯重进士科，凡应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通谓之举人。

明清始专称乡试登第者为举人，经会试、殿试而登第者称为进士。举人不经会

试或会试不第而欲入士者，每三年一次，赴大挑，由王公大臣验看挑取。大挑

一等者用作知县，二等以教谕回本省补缺，未挑取者可考宗室、景山各官学教

习或国史、实录各馆誊录，得保举检放。

⑩方公：马和义的字。

瑏瑡高陵：县名，即今陕西省高陵县。秦孝公置高陵邑；汉置县，隶左冯

翊；三国魏文帝改曰高陆；隋大业二年 （６０６）复改高陵；后历代相因。

瑏瑢岁贡：古代诸侯郡国每年向中央政权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诸侯岁

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明清时，每年或两三年从各府、

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肄业，因挨次升贡故也称岁贡又称挨贡。出贡

者名岁贡生，在外省以州判用，在本省以训导用。

瑏瑣州：指陇州。下同。

瑏瑤恩贡：明清科举制度，规定每年由府、州、县选送廪生入京都国子监肄

业，称为岁贡。凡遇皇帝登极或其他庆典颁布 “恩诏”之年，除岁贡之外，

加选一次，称为恩贡。

瑏瑥府谷县：县名，即今陕西省府谷县。五代后唐时置县，为府、州治所；

元代属葭州；清代属榆林府。

瑏瑦选贡：明代取士之法，用以补岁贡之不足。清代沿袭，分恩贡、优贡、

·９５·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岁贡、副贡、拔贡五贡。

瑏瑧廪生：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令府、州、县皆置学，府学生员４０人，州、

县依次减１０人，人月给廪米６斗。后来名额增多，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省

称廪生；增多者谓之增广生员，省称增生，无廪米；后来名额再增，称附学生

员。清沿明制，廪生名额及待遇视州、县大小而异，月给廪忾银四两，经岁、

科两试成绩优秀者，增生可依次升廪生，称补廪；廪生可依次升国子监学生，

称岁贡；童生应试，例须觅廪生具保无冒籍、顶替、匿丧等情，称廪保。

瑏瑨长宁驿：驿，驿站，供驿马中途休息的地方。长宁驿，清代陇州两大驿

站之一 （一为州城驿，位于陇州城内），在陇州城西１１０里长宁驿 （村），现

已划归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属马鹿镇辖）。

瑏瑩驿丞：官名，明代于各府、州、县设驿，置驿丞，掌邮传迎送之事。清

代因之，但盛京之驿，不隶属州、县，专设驿丞管理，统于盛京兵部。各省之

驿，隶属于相应州、县，间有专设驿丞，以司驿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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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志　引①

夫州志仅一方之言，其重至与国史等。太史氏②征文献③而采风谣④，恒有

取焉⑤。奈陇志残缺五十余载，简编遗亡，事迹莫考⑥，不独观风问俗⑦者无所

谘诹⑧，而其间户口之增除、赋役之繁简、利弊之兴革、人文之盛衰，与夫⑨

孝子顺孙⑩、义夫节妇瑏瑡，尽皆湮灭无传，良足慨已瑏瑢！访之闾阎瑏瑣，及今尚有

老成瑏瑤，仿佛记忆犹可序述瑏瑥。若勿瑏瑦采辑成篇，势渐沦亡瑏瑧，必至荒芜榛莽瑏瑨、

一无足征瑏瑩矣！宁不惴惴滋惧？

注　释

①引：文体名，唐以后始有此体，大略如序而稍为简短。唐代王勃 《王子

安集·滕王阁序》：“敢竭鄙诚，恭疏短引”；刘禹锡有 《九华山歌并引》《泰

娘歌并引》。宋代苏洵父名序，故洵文讳 “序”为引。后人亦有沿用者。

②太史氏：泛指担任太史职务的人。太史为官名。西周、春秋时，太史掌
起草文书、策命诸侯、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等事务。其后，历代太史名称及职

掌屡有变化，但习惯上仍称史官为太史。

③征文献：征，索取；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博学多
闻、熟悉掌故的人。征文献，索取典章制度资料和逸闻掌故，这里指有历史价

值的图书文物及逸闻掌故。

④采风谣：采，摘取、收集；风谣，反映风土民情的歌谣。采风谣，采集
反映风土民情的歌谣。

⑤恒有取焉：恒，遍及、遍；取，捕获。恒有取焉，普遍收录。
⑥事迹莫考：史实无从考察核实。
⑦观风问俗：观察风气，考察习惯。
⑧谘 （ｚī）诹 （ｚōｕ）：征求询问。
⑨与夫：与，及；夫，语气词。与夫，和。
⑩ 孝子顺孙：孝顺的儿孙。
瑏瑡义夫节妇：重节义的丈夫和有节操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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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良足慨已：良，甚、很，确实；慨，感慨、叹息；已，语气词，无实
意。良足慨已，的确值得感慨。

瑏瑣闾阎：里巷之门，亦代指市井里巷。《史记·平准书》：“守闾阎者食粱
肉。”《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适戍疆于五伯，闾阎翨于戎狄。”颜师古注

曰：“闾，里门也。阎，里中门也。”

瑏瑤尚有老成：老成，年高有德 （的人）。尚有老成，还有年高有德者。

瑏瑥犹可序述：犹，还、仍然、尚且；序，即序文、序言，有其 “序”亦

可写作 “叙”，此处作者以 “序”代 “叙”。犹可序述，还可叙述。

瑏瑦勿：不。
瑏瑧势渐沦亡：势，势必；渐，逐渐、渐趋；沦亡，丧失、沦落。势渐沦

亡，势必渐趋丧失。

瑏瑨荒芜榛 （ｚｈēｎ）莽：荒芜，杂草丛生，田地不治；榛莽，榛为一种落叶乔
木，莽指草丛，榛莽指草木。荒芜榛莽，草木荒芜，这里指良莠 （真伪）混杂。

瑏瑩一无足征：连一件 （史实）都无法得以索取证明。

特以周询①阖州②绅士耆老，凡我陇州或有历古未载之逸事③，以及今兹之

五十余年之见闻，各述所知，共相参酌④，纂辑⑤一书，存之永久，使后之人

睹前言往行⑥，有择善是从之，则未必无补于陇地之声教雅化⑦也。

钱塘罗彰彝启。

注　释

①周询：遍访。
②阖 （ｈé）州：全州。
③逸事：亦作 “轶事”。散佚而不甚为世人所知的事迹，多指未经史书记

载的事迹。

④参酌：参考斟酌。
⑤纂辑：编纂辑录。
⑥前言往行：前言，前人的言论；往行，先辈的品行。前言往行，先辈的

教诲和品行。

⑦声教雅化：声教，声威和教化；雅化，文明化。声教雅化，文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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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凡例

———陇志残失无存，难以传信。今博采通志①、郡志②、舆论③、典故，其

一切浮冗④者概不滥入。

———志分八纲，八者之下，缕分条柝⑤，详载始末；凡利害攸关者，参一

小论⑥。

———田赋遵依赋役⑦，全书旧额、新增计核明确；其有关利害者，一一悉

载。

———学宫、公署、仓储、驿递⑧、铺舍⑨、祭器等项，悉遵定制⑩，以备稽

考。

———节孝乃风化有关，?
$

瑏瑡鱼目，不敢赘入。其已经提请及旌扁瑏瑢者，

志之独详。至于近今寒瑏瑣，幽贞瑏瑤虽未合例瑏瑥，然潜德瑏瑦不可磨灭，亦附记焉。

———艺文首详诰敕瑏瑧，重纶?瑏瑨也。文记诗歌，世教攸关，不敢尽逸瑏瑩。历

代事迹，亦有切于政治，特为详考，编次附于简末。

注　释

①通志：即省志，这里指历代 《陕西通志》。

②郡志：郡，古代行政区划名，历代沿革不一，周代为郡统于县，秦代县

统于郡，隋唐以后州郡互称，宋元设州、府，明代废郡，清沿明制 （郡为府之

别名），这里的郡应指凤翔府。郡志，即历代 《凤翔府志》。

③舆论：公众的言论。《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上疏：“设其傲狠，殊

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

令，以慎守所部。”

④浮冗：虚浮不实和繁杂多余 （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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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缕分条柝：柝，疑为 “析”之误。同 “条分缕析”，比喻有条理，深入

细致地剖析。

⑥参一小论：参，加入。参一小论，加入一小段论述。

⑦赋役：田赋力役的合称。古制除地租外，每年调用民力若干天，称为力

役，后世改用雇役，以另收丁税代替劳役。清康熙时，纳丁税于田租，称为地

丁，而赋役则作为田租的专称。

⑧驿递：邮递驿站。

⑨铺舍：铺，驿站；舍，客舍。铺舍，驿站客舍。

⑩悉遵定制：悉，都、全；定制，规定。悉遵定制，全部遵循规定。

瑏瑡? （ｗǔ）
#

（ｆū）：也作 “”。似玉的美石。

瑏瑢旌扁：旌，表彰；扁，通 “匾”，在此为动词，颁赠匾额 （表彰）。旌

扁，表彰。

瑏瑣寒 （ｊùｎ）：通 “俊”，才智出众。寒即寒俊，指出身寒微而才能

杰出的人。

瑏瑤幽贞：隐居的有才能的人。

瑏瑥虽未合例：虽然不符合 （志书收录）体例，这里可理解为虽然不在志

书体例收录的范围内。

瑏瑦潜德：不为人知的美德，隐含的美德，潜在的美德。

瑏瑧诰 （ｇàｏ）敕 （ｃｈì）：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和敕书。

瑏瑨纶? （ｆú）：君王的诏令。

瑏瑩逸：散失。

罗彰彝谨识①。

注　释

①识：通 “志”，记住、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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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夫国之有图也，盖 《周礼》职方氏所掌，而汉相①之所先取②具，使经

画③者得以知扼塞险要④，以审其控驭所宜⑤。图之所系，不綦重⑥与！陇疆虽

在山薮⑦，而岩险⑧实冠凤郡⑨，匪志曷稽⑩？匪图曷悉瑏瑡？志列以图，则一州

之境，较若列眉瑏瑢。所谓 “不出户，知天下”，可坐而理瑏瑣矣！

注　释

①汉相：即汉朝萧何，他曾辅佐刘邦建立汉王朝。汉高祖刘邦入咸阳，他
收集秦之律令、图籍，得以确掌天下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社会情况，帮助刘

邦谋划统一大业。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一统集权国家，与萧何掌握、提供天下

图经资料有重大关系。

②先取：抢先取得。
③经画：治理筹划。
④扼塞险要：边塞要冲。
⑤控驭所宜：控驭，即控御，原指使马就范，后多指控制、驾驭；所宜，

适宜的位置。控驭所宜，掌控适宜的位置。

⑥綦 （ｑí）重：綦，极、甚、很。綦重，极为重要、很重要。
⑦山薮 （ｓǒｕ）：薮，大泽 （聚水的洼地）、湖泊。山薮，大山水泽间。

⑧岩险：险要，险峻。
⑨实冠凤郡：冠，位居第一；凤郡，凤翔府。实冠凤郡，的确为凤翔府之首。
⑩匪志曷 （ｈé）稽：匪，非；志，志书 （《陇州志》）；曷，何、怎么；

稽，考证、考核。匪志曷稽，没有志书凭什么考证？

瑏瑡悉：详尽地知道。

瑏瑢较若列眉：较，明显；列眉，表示所见极其真切，像人的眉毛那样明白

显见。较若列眉，明显如人的眉毛一样。

瑏瑣可坐而理：理，治理、整理。可坐而理，坐在办公室中就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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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境 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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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州境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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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镇吴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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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西镇吴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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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城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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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州城图

·３７·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学 宫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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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学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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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署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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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公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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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是图也，首绘四境，一披卷而疆域、田野、山川、林麓①、关市②、津梁③

恍然在望焉；次绘吴山，则知钟灵毓秀④，匪偶也；次绘州治，则知城郭高深，

匪易也；学宫则教所由敦⑤，以率⑥吾子弟者也；公署则政所自出⑦，以硋⑧吾

元元⑨者也；顾其名⑩能勿思其义瑏瑡哉？后之览者，其亦审诸绘置瑏瑢之所由来与！

注　释

①林麓 （ｌù）麓：山脚。林麓，山林。

②关市：市场、集市贸易之地。

③津梁：津，渡口。津梁，渡口和桥梁。

④钟灵毓秀：谓天地间灵秀之气所聚。

⑤教所由敦：教，教育；由，原因；敦，厚大、丰足。教所由敦，教育所

推崇的原因。

⑥率：统率。

⑧政所自出：发号政令。

⑨硋 （ｙì）吾元元：硋，治理；元元，百姓。硋吾元元，治理百姓。

⑩顾：观。

瑏瑡勿思其义：不想其中的意义。

瑏瑢绘置：绘图并置之于 《陇州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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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卷之一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方 　舆①志

尧封禹甸②，九野③以经④；纲维枢轴⑤，俯仰平成⑥。棋列绣错⑦，岳峙渊

?⑧。高山大泽，脉络分明。域以疆界，区⑨土卫民。扼塞西陲⑩，?瑏瑡求厥瑏瑢

宁。为志方舆。

注　释

①方舆：犹 “舆地”，旧时称地理学为方舆之学。这里的 “方舆”意同

“地理”。

②尧封禹甸：尧封，传说尧舜时开始划定我国疆土为十二州，旧时即以
“尧封”称中国的疆域；禹甸，《诗·小雅·信南山》有 “信彼南山，维禹甸

之”语，郑玄谓 “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后世因称中

国的疆域为 “禹甸”。尧封禹甸是尧划分、界定了中国的疆域，而禹进行治理

的意思。

③九野：九州之地。

④经：规范。

⑤纲维枢轴：纲维，也作 “维纲”，指统治国家的重要法纪；枢轴，枢纽

机要。纲维枢轴是用法律制度规范了国家事务的意思。

⑥俯仰平成：俯仰，瞬息之间。俯仰平成，很快地促成了天下的太平。

⑦棋列绣错：像棋子一样地罗列，像锦绣一样地错落有致。

⑧? （ｔíｎｇ）：水积而不流通。

⑨区：区分、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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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西陲：陇州地处陕西西部边地，故谓 “西陲”。

瑏瑡? （ｙù）：句首语助词，无意义。

瑏瑢厥：代词，代指陇州。

沿　　革

《禹贡》①雍州之域，周②属岐周③，为秦陇④地。秦⑤初，建都于雍⑥。始

皇⑦并天下，以属内史⑧。汉武帝⑨置郁彝县⑩，更名内史为右扶风瑏瑡，以属焉。

魏、晋瑏瑢属扶风郡。后魏瑏瑣置陇东郡瑏瑤及阴县瑏瑥，兼治东秦州瑏瑦，后改县曰杜

阳瑏瑧。后周瑏瑨为阴县。西魏瑏瑩改为陇州瑐瑠。隋瑐瑡初郡废，而州如故；大业三年瑐瑢

州废，置源、南由二县瑐瑣，属扶风郡。唐瑐瑤复为陇州，领阳瑐瑥、源、吴

山瑐瑦三县，属关内道瑐瑧；天宝元年瑐瑨，改为阳郡。宋瑐瑩为陇州，领阳、阴、

吴山、陇安瑑瑠四县，总属秦凤路瑑瑡。金瑑瑢海陵瑑瑣时，属熙秦路瑑瑤。宋、金俱置防

御使瑑瑥。元瑑瑦为陇州，领源、阳二县，改属巩昌路瑑瑧；罢防御使，为散郡瑑瑨；

省并吴山、陇安入源县。明瑑瑩并源县入陇州，隶凤翔府瑒瑠，编户瑒瑡二十九

里瑒瑢；属县一，曰阳县。嘉靖瑒瑣中，拆归于府。国朝因之瑒瑤。

注　释

① 《禹贡》：《尚书》中的篇名。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学者

多数认为约在战国时。文中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我国当时的地理情况，把全

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

②周：朝代名。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建都于镐 （今陕西

西安西南沣水东岸），凡３４王，８００多年。

③岐周：周人的统治中心有３处，其中古公父经营的周原称岐周，地在
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

④秦陇：秦国所辖的陇山地区。

⑤秦：古国名，开国君主为秦庄公之子秦襄公。

⑥雍：即雍县，本春秋时邑名，秦德公建都于此，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

南。

⑦始皇：即秦始皇 （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名嬴政，战国时秦国国君，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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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者，公元前２４６—前２１０年在位。

⑧内史：古政区名。秦代京畿附近由内史治理，即以官名为辖区名，不称

郡，治所在咸阳，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关中平原。

⑨汉武帝：即刘彻 （前１５６—前８７），西汉皇帝，公元前１４１—前８７年在

位。

⑩郁彝县：也作 “郁夷县”。西汉初年，分县西部地所置，治所在今陕

西陇县固关镇东。王莽地皇四年 （２３），改郁彝县为郁平县，属右扶风。

瑏瑡右扶风：官名、政区名。汉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改主爵都尉置，分右内

史西半部为其辖区，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

一。治所在长安 （今西安市西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户县、咸

阳、旬邑以西地。东汉移治槐里 （今兴平东南）。三国魏去 “右”字，改辖区

为扶风郡，官名为 “扶风太守”。

瑏瑢魏晋：魏为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公元２２０年曹丕代汉称帝，国号

魏，都洛阳，占有今淮河两岸以北的中原地区和秦岭以北的关中、陇右、河西

地区，共历５帝、４６年 （２２０—２６５）；晋为朝代名，公元２６５年司马炎代魏称

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３１７年，司马睿建立东晋。东、西两晋

共历１５帝、１５６年 （２６５—４２０）。

瑏瑣后魏：朝代名，也称 “北魏”“拓跋魏”和 “元魏”。北魏建立于公元

３８６年，５３４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从拓跋皀建魏，到５５７年西魏亡，共历１７

帝、１７１年。

瑏瑤陇东郡：后赵 （石勒）建平元年 （３３０）置。治所在县，辖县、长

蛇二县，属东秦州。

瑏瑥阴县：北魏太延六年 （４４５），改县为阴县，属陇州陇东郡。治所

在今陇县东南镇郑家沟村。

瑏瑦东秦州：北魏太延二年 （４３６）置，治所在县，领陇东等３郡；太平

真君元年 （４４０），改东秦州为南秦州。

瑏瑧杜阳：即杜阳县，西魏废帝元钦二年 （５５３），改阴县为杜阳县，治所

在今陇县城关镇堡子身村 （原杜阳镇堡子身村）。

瑏瑨后周：朝代名，又称北周，字文觉于公元５５７年建立，历５帝、２５年

（５５７—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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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西魏：朝代名。公元５３４年，北魏孝武帝逃到陕西关中，投靠将领宇文

泰；次年字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历３帝、２２

年 （５３５—５５６）。

瑐瑠陇州：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改东秦州所置，以陇山得名，治所在阴

（今陕西陇县东南），北周移治源 （今陇县），后废；唐武德初，改陇东郡复

置，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千水流域及甘肃华亭县地；金移治阳 （今陕西千阳西

北）；元初，复移治源县；明、清不领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

瑐瑡隋：朝代名，北周大丞相杨坚废周后所建，都长安，凡 ３帝、３８年

（５８１—６１８）。

瑐瑢大业三年：公元６０７年。

瑐瑣源、南由二县：源县，隋文帝开皇五年 （５８５）改阴县为源县，

治所在今陇县县城；南由县，北魏熙平二年 （５１７）析阴县南部置，治所在

南由谷口 （今宝鸡市陈仓区香泉镇），属武都郡。

瑐瑤唐：朝代名，由李渊于公元 ６１８年建立，都长安，凡 ２１帝、２９０年

（６１８—９０７）。

瑐瑥阳：县名，北周天和五年 （５７０）置，属陇东郡。

瑐瑦吴山：县名，隋文帝开皇十八年 （５９８），改长蛇县为吴山县，属陇州。

瑐瑧关内道：唐行政区划名，为十道之一。辖府二，都护府二，州二十七，

县一百三十五。其境东至黄河、西抵陇山、南据终南，相当于今陕西终南山以

北、陇山以东及宁夏以北之地。

瑐瑨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

瑐瑩宋：朝代名。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建，都开封，史称北宋。公元１１２７年，

北宋亡。同年，赵构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建都临安 （今浙江杭

州），史称南宋。１２７９年，南宋为元所灭。两宋共历１８帝、３２０年。

瑑瑠陇安：县名，北宋太祖开宝元年 （９６８）置。辖古南由县地，属凤翔路。

瑑瑡秦凤路：宋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分陕西路西部置，治所在秦州 （今甘肃

天水）。辖境相当于今宁夏苦水沟、云雾山，甘肃蒲河，陕西贾赵河以西，长

城以南，秦岭、?冢山、岷山以北，青海日月山、达坂以东，后废，置不常。

瑑瑢金：朝代名，１１１５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创建，都于今黑龙江阿

城南；１２３４年，在蒙古和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历９帝、１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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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海陵：即海陵王完颜亮，１１４９—１１６１年在位。

瑑瑤熙秦路：金朝初年，改秦凤路为熙秦路；金大定二十七年 （１１８７），分

熙秦路东部设凤翔路。

瑑瑥防御使：官名。唐初置于西北边镇，专掌军事，以刺史兼任；至宋代为

武将兼衔；清代各省驻防军中设防御使，为五品武官。

瑑瑦元：朝代名。１２０６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１２７１年忽必

烈定国号为元。１３６８年朱元璋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历１５帝、１６３年。

瑑瑧巩昌路：金设巩昌府，元初改设为巩昌路，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辖境

相当于今甘肃的陇西、通渭、漳县、武山、定西等县地。其后辖地每有伸缩。

瑑瑨散郡：相对于直隶州而言。元代地方区划有路、府、州、县四级，一般

以路领州、领县。州之不隶属于路而直接隶属于中书省者，称作直隶州；由路

所统属者，称为散州或散郡。明清时，以府所统属的州为散州。这里的散郡指

散州，实指陇州。

瑑瑩明：朝代名。１３６８年朱元璋称帝，建都南京，国号明。１４２１年，明成

祖迁都北京。１６４４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凡１６帝、２７７年。

瑒瑠凤翔府：唐至德二年 （７５７），升凤翔郡为府，治所在今凤翔县。唐末，

其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宝鸡、岐山、凤翔、麟游、扶风、眉县以西，秦岭以北地

区。１９１３年废。

瑒瑡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

瑒瑢里：旧时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有２５家为一里和５０户、１００户为一

里等说法。

瑒瑣嘉靖：明世宗朱厚趈年号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瑒瑤国朝因之：国朝，封建时代人们称本朝为 “国朝”；因之，沿袭了 “拆

归于府”的情况。

论曰：古之封建，今之州郡，名随代异①，制②与地移，实有不得不然③

者。盖因时以举事，因势以宜民④，时与势合，而一代之经画⑤昭焉。陇之为

郡为州；领县裁并；路属巩昌，府归凤翔，酌时之宜，以为损益⑥。所谓有改

制之名、无异道⑦之实者，此耳⑧。迄⑨今建置咸宜⑩、民安俗尚，殆瑏瑡万世而

不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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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异：不同。

②制：制度，法式。

③然：指示代词，意如 “这样”“那样”。

④宜民：使百姓的生活舒适宜人。

⑤经画：治理和筹划的情况。

⑥损益：损，减；益，增。

⑦异道：不同的治理。

⑧耳：语气词，相当于 “而已”。

⑨迄 （ｑì）：至，到。

⑩咸宜：咸，全、都、普遍。咸宜，全都适宜。

瑏瑡殆：大概，恐怕。

星　　野①

按 《天官书》②：“东井③与鬼④为雍州地。”汉 《地理志》⑤云：“秦地于天

官，东井与鬼之分野也。”《春秋元命苞》⑥云：“东井、鬼宿为秦分。”陇属雍、

秦，其入井宿无疑。

注　释

①星野：即分野。古代人们对某一地区的地理定位，采取星占术中的分野

概念进行。做法是将二十八宿分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

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十二次，将木星在黄道上的运

行轨道分为玄枵、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

梁、降娄、?訾十二次，以与地面上的十二州相对应。依 《史记·天官书》

的说法，古雍州对应的星宿为东井与鬼宿。

② 《天官书》：《史记》中的八书之一，作者为西汉的司马迁。

③东井：即井宿，因在银河之东而得名，系朱雀七宿的第一宿，有８颗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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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鬼：即鬼宿，二十八宿之一，朱雀七宿的第二宿，有４颗较暗的星。

⑤ 《地理志》：即东汉班固所著 《汉书》中的 《地理志》，是其新制的古

代历史地理著作。

⑥ 《春秋元命苞》：又名 《元命苞》，“春秋纬”之一。其书已佚，仅存遗

编残图，是纬书的代表作。纬，意谓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带有封建迷信色

彩。

论曰：在天成象①，在地成形②。土分休咎③，星垂④常变。保章氏⑤以星

土⑥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⑦，以观妖祥⑧，以辨吉凶。水旱丰荒之

象，按象而求之，历历不爽⑨。如是⑩，其间民视民听克当天心瑏瑡者，而景星瑏瑢

庆云瑏瑣出而为之符验。星野之关于政治也，有以夫瑏瑤！

注　释

①象：气象，星象。

②形：形象，形状。

③休咎：休，美善，喜庆；咎，灾祸。

④星垂：星象。

⑤保章氏：古代官名，掌管观测、记录天象变异事宜。《周礼·春官·保
章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⑥星土：古代以星位 （二十八宿或十二星次）分主九州土地或诸国封域，

称作星土。

⑦分星：即分野。

⑧妖祥：妖，凶兆；祥，吉兆。

⑨爽：失，差。

⑩是：这，这样。

瑏瑡天心：天意。

瑏瑢景星：瑞星，德星。

瑏瑣庆云：一种彩云，古人以之为祥瑞之气。

瑏瑤夫：句尾语气词，表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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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　　域

东至阳县界五十里，西至巩昌府清水县①界一百二十里，东南至宝鸡

县②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平凉府③华亭县④界六十里。广⑤一百七十里，袤⑥

二百一十里。东至府⑦一百六十里，至省城⑧五百里。

注　释

①清水县：汉置，在甘肃省东部，紧邻陕西省，东与今陕西省陇县接壤。

②宝鸡县：秦置陈仓县，唐改陈仓县为宝鸡县，地在陕西省宝鸡市郊。

２００３年３月撤县设陈仓区，属宝鸡市。

③平凉府：金置，治所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平凉、华

亭、崇信及宁夏泾源县地。明代扩大，清初略小。

④华亭县：在甘肃省东北部、泾河支流河流域 ，隋置。

⑤广：横，横向。

⑥袤：纵，纵长。

⑦府：指凤翔府。

⑧省城：指今西安市。

论曰：疆域之限①，审势观变。陇境袤广，地大且②要。关山③西塞④，渭

水南环；带二河⑤之双流，抗⑥咸宜⑦之险阻；咽喉于巩⑧而臂视岐阳⑨，实三

秦⑩南控之大都会也。按图而稽瑏瑡，筹画制胜之具可勿讲与瑏瑢？

注　释

①限：界限。

②且：而且。

③关山：陇州人所说的 “关山”实即陇山。陇山是六盘山南段的别称，

古称陇坂、陇头、陇坻。在陕西省陇县西北，延伸于陕、甘边境，南北走向，

长约１００千米；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

④西塞：阻塞于陕西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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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二河：指陇州城南、北两面的河和北河。

⑥抗：举。

⑦咸宜：指咸宜关，在今陇县曹家湾镇咸宜关村西之山谷中。

⑧巩：指治所在陇西 （今甘肃陇西县）的巩昌府 （路）。

⑨岐阳：岐山之南。《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

⑩三秦：秦亡后，项羽分秦故地关中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领有今

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和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领今陕西咸阳以东地；

封董翳为翟王，领有今陕西北部地区，合称三秦。

瑏瑡稽：证，核。

瑏瑢与：句末语气词，表示疑问或感叹。也写作 “欤”。

形　　胜

按：形胜，山高而长曰陇。左陇山而右河，面五峰而枕灵谷，为秦凤①

要害之地。秦始皇尝②表③此以为秦之西门。

注　释

①秦凤：指秦凤路。

②尝：曾经。

③表：表彰。

山　川

吴　山　州南七十里。《汉书》①：在扶风②阳西。唐天宝改为阳郡③。

元属吴山县，在山东南四十里；元灭，县废。今改为县头镇，遂属陇州。《地

志》④称曰 “吴山。”《尚书》⑤：“导岍及岐。”岍即此山也。《周礼》⑥：“山镇⑦

曰岳。”《尔雅》⑧为河西⑨岳。《埤雅》⑩谓吴山为西岳，华山为中岳。吴岳即岍

山，亦名吴山。《山海经》瑏瑡云：“吴山之峰秀出云霄，山顶相捍瑏瑢，望之常有落

势瑏瑣。其位西方，故曰西镇。”杜氏瑏瑤 《通典》瑏瑥曰： “五岳、四镇瑏瑦、四海瑏瑧、

四渎瑏瑨，年别瑏瑩一祭，各以五郊瑐瑠，迎气瑐瑡日祭之。东岳岱山瑐瑢，祭于兖州瑐瑣；东

镇沂山瑐瑤，祭于沂州瑐瑥。……南岳衡山瑐瑦，于衡州瑐瑧；南镇会稽山瑐瑨，于越州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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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嵩山瑑瑠，于洛州瑑瑡。西岳华山，于华州瑑瑢；西镇吴山，于陇州。……北

岳恒山瑑瑣，于定州瑑瑤；北镇医无闾山瑑瑥，于营州瑑瑦。其牲瑑瑧皆用太牢瑑瑨，祀官瑑瑩以

当界，都督瑒瑠、刺史瑒瑡充。”一时备礼兼册瑒瑢，盖甚隆也。唐天宝八年瑒瑣，封为

成德公；至德瑒瑤、乾元瑒瑥封为天岳王。清泰二年瑒瑦，封为灵应王。元大德十一

年瑒瑧，封为成德永靖王。明洪武三年瑒瑨悉去之瑒瑩，直称曰 “西镇吴山之神。”

注　释

① 《汉书》：东汉班固撰，其１００篇，后人划分为１２０卷，是我国第一部

纪传体断代史书，为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资料。

②扶风：此处有误，应为右扶风。

③阳郡：唐天宝元年 （７４２），改陇州为阳郡，治所在源县。

④ 《地志》：指 《汉书》中的 《地理志》。

⑤ 《尚书》：也称 《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

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

⑥ 《周礼》：也称 《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搜集周王室官制

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古文经学家

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战国。全书共有 《天官冢宰》《地官司

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６篇。

⑦镇：一方的主山。

⑧ 《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由汉初学者缀缉周汉诸书旧文，

递相增益而成。今本１９篇，首３篇 《释诂》 《释言》 《释训》所收为一般词

语；《释亲》《释宫》《释器》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以清邵晋涵

《尔雅释义》和郝懿行的 《尔雅义疏》，对 《尔雅》的注释为详密。

⑨河西：黄河以西。

⑩ 《埤 （ｐí）雅》：训诂书，２０卷，宋陆佃撰。初名 《物性门类》，取辅佐

《尔雅》之意，分 《释鱼》《释兽》 《释鸟》等８类。解释名物，大抵略于形

状而详于名义。除征引古书外，并探求其得名的由来。但引书不注出处，且多

穿凿附会之说。

瑏瑡 《山海经》：古代地理著作，１８篇，作者不详，各篇著作年代也无定

论。其中 《海内经》为西汉初年作品，内容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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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神话、中外交通的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瑏瑢相捍：相互保卫。

瑏瑣落势：下落之势。

瑏瑤杜氏：指 《通典》一书的作者杜佑。杜佑 （７３５—８１２），字君卿，唐代

史学家，京兆万年 （今陕西西安）人。历任岭南、淮南等节度使，后擢检校

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历３０多年著成 《通典》二百卷，为我国第一部

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瑏瑥 《通典》：是杜佑所撰的关于我国典章制度的通史。

瑏瑦四镇：《周礼·春官·大司乐》以四镇与五岳并举，指可为一方之镇的

大山。据郑玄注，即扬州的会稽山 （在今浙江）、青州的沂山 （在今山东）、

幽州的医巫闾山 （在今辽宁）、冀州的霍山 （在今山西）。

瑏瑧四海：指中国四周的 “海疆”。《书·禹贡》：“四海会同。”本为泛称之

词，九州之外即为四海。 《礼记·祭义》具体提到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

不过是对举而言，没有确指海域。后人因文求实，直以四海为环绕中国四周的

海，于是东、南、西、北海便有方域可指。但也因时而异，说法不一。如其中

西海，因中国西方陆地广远、湖海复杂，无正确海域可定，故古籍中言西海者

竟有五六处。

瑏瑨四渎：古人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大川 （河）的总称。《尔雅·释水》谓四

渎为长江、黄河、淮河、济河。古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即指五岳和四渎。

瑏瑩别：分别。

瑐瑠五郊：古制，皇帝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于都城四郊，并

于立秋前１８日迎黄灵于中兆，此谓之五郊。

瑐瑡迎气：祭迎五帝、祈求丰年。后汉迎气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

中央之兆在未。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服皆青。立夏之

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服皆赤。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

祭黄帝、后土，车服皆黄。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服皆

白。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服皆黑。

瑐瑢岱山：即泰山。

瑐瑣兖州：ａ．古代九州之一，《周礼·夏官·职方氏》：“河东曰兖州。”ｂ．

东汉置，辖陈留、东郡、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东平８郡，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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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 （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自汉至晋，治所屡有变更。ｃ．南朝宋置，治所在

瑕丘 （今山东旧滋阳县西）。

瑐瑤沂山：也称东泰山，在山东省中部。从沂源县延伸到潍坊市，长百余千

米，同名主峰海拔１０３２米。

瑐瑥沂州：北周改北徐州置，治所在即丘 （今山东临沂东南）。唐宋时，辖

境相当于今山东沂河本支流域及枣庄市、新泰县地。清雍正时升为直隶州，后

又或为府，治所在兰山 （今临沂）。

瑐瑦衡山：在湖南省衡山县西，有７２峰，以祝融 （１２９０米）、天柱、芙蓉、

紫盖、石廪５峰为著。

瑐瑧衡州：州、路、府名。隋开皇 （５８１—６００）中置，以衡山得名，治所在

衡阳 （今衡阳市）。元至元 （１２６４—１２９４）中改为路。明洪武初改为府。１９１３

年废。

瑐瑨会稽山：在浙江省中部绍兴、嵊州、诸暨、东阳间，是钱塘江支流浦阳

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又名秦望山。

瑐瑩越州：隋大业初年改吴州置，治所在会稽 （今绍兴），辖境相当于今浙

江浦阳江 （义乌市除外）、曹娥江流域及余姚市地。南宋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升

为绍兴府。

瑑瑠嵩山：在河南省登丰县北。高峰有三，东为太室山 （１４４０米），中为峻

极山，西为少室山。

瑑瑡洛州：即今河南省洛阳市。

瑑瑢华州：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改东雍州置，治所在华山 （今华县）。隋

大业初废。唐武德初复置。圣历 （６９８—７００）后，其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华县、

华阴、潼关及渭北的下絡镇附近。清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其州前据华山，

后临泾、渭，左控潼关，右阻蓝田关，历为关中军事重地。

瑑瑣恒山：在今河北省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汉、宋曾因避讳改称常山。

瑑瑤定州：北魏天兴三年 （４００）改安州置，治所在卢奴 （今河北省定县）。

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满城以南，安国、饶阳以西，井陉、
$

城、束鹿以北地区。

瑑瑥医无闾山：应为 “医巫闾山”，在辽宁省中部、大凌河以东。东北—西

南走向，海拔４００米左右。主峰望海山海拔８６７米，在北镇县西北。

瑑瑦营州：古十二州之一。此处所说的营州为北魏太平真君五年 （４４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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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治所在龙城 （今辽宁朝阳）。辖境相当于今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六股河

流域，女儿河流域，其后逐渐缩小。

瑑瑧牲：供祭祀及食用的家畜。

瑑瑨太牢：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 “太牢”。

也作 “大牢”。

瑑瑩祀官：专门负责、组织祭祀的官员。

瑒瑠都督：官名。明代置五军都督府，为国家最高军事机关。中军、左军、

右军、前军、后军五府各有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原为统辖京卫及

外卫之兵而设，后各卫仅存空名，都督遂成虚衔。清初沿袭，后废。

瑒瑡刺史：官名。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 （州），各部置刺史，以六

条察问郡县，本为监察官性质，官阶低于郡守；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哀帝

初，又改归旧制，不久复称为州牧。东汉初复称刺史；灵帝时又改刺史为州

牧，职掌一州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

任，并加将军之号。隋初撤郡，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外，余

均称刺史。此后，州刺史等同于以前的郡太守，职权渐轻。清代也将 “刺史”

用作知州的别称，其本相与前代刺史不同。

瑒瑢备礼兼册：齐备礼物，并具祭文。

瑒瑣天宝八年：公元７４９年。

瑒瑤至德：唐肃宗李亨年号 （７５６—７５８）。

瑒瑥乾元：唐肃宗年号 （７５８—７６０）。

瑒瑦清泰二年：公元 ９３５年。清泰为后唐末帝李从珂年号 （９３４—９３６在

位）。

瑒瑧大德十一年：公元 １３０７年。大德为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年号

（１２９４—１３０７）。

瑒瑨洪武三年：公元 １３７０年。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在

位）。

瑒瑩悉去之：将此前的封号全部废去。

国朝因之。每遇祀典，遣大臣致祭。康熙四十二年①四月，钦颁②宸翰

额③，曰 “五峰挺秀”，庙貌有加④焉。按吴山之峰一十有⑤七，得名曰五：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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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峰 （四峰之中卑⑥而独秀，诸峰列峙⑦，初锡⑧封号，即此峰也），大贤峰

（镇西峰之左，凝峭插天，秀拔突起，有俨然拱肃之状，因名为大贤峰；左有

四小峰），灵应峰 （镇西峰之右，峰下有湫⑨池，值岁賛⑩旱，乡民祷之，灵雨

辄瑏瑡应；峰左有二峰，右有一峰），会仙峰 （灵应峰之南，层峦叠翠，林壑幽

窈，时有逸人瑏瑢高士游栖于此，因以名焉；北一小峰，南四峰），望辇瑏瑣峰，

（大贤峰之左，秀并瑏瑤群秀，形若北顾瑏瑥，相传名为 “望辇”，示翠华瑏瑦在咫尺

也；左有一小峰）。笔架山 （庙前山势逶迤瑏瑧，宛如笔架，一名小五峰）。一水

河 （发源于望辇峰，左旋绕庙前，入于渭）。王师岭 （笔架山北二里）。神岔瑏瑨

沟 （阆苑瑏瑩西三里许瑐瑠，一通五峰山壑，一通一水河源）。天地奥区瑐瑡 （初入五

峰谷口，两山对峙，一水前流，奇峰翠岭，深邃莫测，宛然别是一乾坤也；参

政瑐瑢李景萃、佥事瑐瑣姚九功立石坊，以识瑐瑤其胜云）。小锦屏、大锦屏 （相去瑐瑥

一里许，俱在望辇峰下，势耸峭如壁）。晴岩飞雨，（在灵应峰下，崖高千丈，

飞流飘漾，瞻视若晴日飞雨然瑐瑦）。判官池 （晴岩飞雨下）。玄鹤巢 （有二鹤

巢瑐瑧于崖中，时翱翔于五峰上）。一天门 （振衣亭上，由石?瑐瑨而升，恍若登

天）。真人湫 （在真人洞上，树心内有水一池，旱涝不竭）。西镇灵湫 （在灵

应峰下，广丈余；賛旱祷雨，辄应；下刻 “云根”、“雨脉”字）。栖霞岛 （倚

云楼北，陟瑐瑩啸月台西上，在灵应峰前，一峰阜瑑瑠突起，时有霞光缭绕，故

云瑑瑡）。餐霞洞 （灵应峰左小峰下）。牛心石 （会仙峰阴瑑瑢，状若牛心）。大王湫

（会仙峰左）。雷神湫 （灵应峰右）。玉皇湫 （雷神湫右）。八棱碑 （庙后山岭

上，八面俱八卦符文）。真人洞 （一天门右，世传吴真人修炼于此，洞傍遗碑

尚在）。阎王窆瑑瑣 （从栖霞岛而上，石磴砏岩，险阻难登，世传云）。雷神洞

（灵应峰上）。玉皇洞 （雷神洞右）。凤凰石巢 （山顶上，人迹难到，古志有凤

凰巢焉）。仙庵遗迹 （会仙峰北，上有架木石孔窍，世传为仙庵遗址）。御香

亭 （三间，庙东）。仰止亭 （三间，西镇庙前）。鮄玉亭 （在晴岩飞雨前，知

州李朴瑑瑤建）。振衣亭 （一天门下）。倚云楼 （在灵湫前，楼旧卑隘瑑瑥，御史瑑瑦

方新增修，更今名）。啸月亭 （倚云楼北一里许）。望海亭 （一天门上）。珍珠

娘娘庙 （王师岭下；庙废，遗址存焉）。毓秀峰、凝翠峰 （俱在大贤峰左）擎

天峰、凌云峰 （俱在灵应峰左右）。晴映峰、鹦鹉峰、来鹤峰 （在望辇峰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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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１７０３年。康熙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在位）。

②钦颁：钦，对皇帝所做之事的敬称。钦颁，由康熙皇帝所颁。

③宸 （ｃｈéｎ）翰额：宸，北辰所居，因以指帝王的宫殿，引申为王位、帝

王的代称。宸翰额，由皇帝所赐的匾额。

④有加：庙宇的精美程度有所增加。

⑤有：用在整数与零数之间，相当于 “又”。

⑥卑：低。

⑦峙 （ｚｈì）：耸立。

⑧锡：通 “赐”，赐给。

⑨湫 （ｑｉū）：水池。

⑩賛 （ｈàｎ）：干燥。

瑏瑡辄 （ｚｈé）：总是。

瑏瑢逸人：隐逸之人。

瑏瑣辇 （ｎｉǎｎ）：用人拉挽的车子。秦汉以后，专指皇帝的车子。

瑏瑤并：并兼。

瑏瑥顾：回头看，探望。

瑏瑦翠华：皇帝仪仗中用翠鸟羽作装饰的旗。这里代指皇帝的仪仗。

瑏瑧逶 （ｗēｉ）迤 （ｙí）：也作 “逶移”“逶蛇”“委佗”和 “委迤”“委蛇”

“委移”，指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瑏瑨岔 （ｃｈà）：山脉分歧的地方。

瑏瑩阆苑：传说中神仙的住处，常用以指宫苑。在这里是地名。

瑐瑠许：表示大约的数量。

瑐瑡奥区：腹地，深处。

瑐瑢参政：官名。明代在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以分领各道，后仅作为兼

衔。清初沿置，乾隆时废。

瑐瑣佥事：官名。金时在按察司设佥事。元代有都督佥事。明代沿袭，以分

领各道。清初沿用，乾隆时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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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识：志，标记。

瑐瑥去：距，距离。

瑐瑦然：这样，那样。

瑐瑧巢：筑巢。

瑐瑨? （ｄèｎｇ）：也作 “
%

”“蹬”，石级。

瑐瑩陟 （ｚｈì）：升，登。

瑑瑠阜 （ｆù）：土山。

瑑瑡故云：故，所以；云，说。

瑑瑢阴：山的北面。

瑑瑣窆 （ｂｉǎｎ）：本义为埋葬，在这里是地名用字。

瑑瑤李朴：湖广蕲州人，明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任陇州知州。

瑑瑥卑隘：低小狭窄。

瑑瑦御史：官名。秦以前为史官。唐代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三

种。至明清仅存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

陇　山：州西北六十里，汉属汉阳郡①刺史治；有大坂②，名陇坻③，即祭

遵④破王元兵处。《三秦记》⑤：“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⑥越。

高处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郭仲产 《秦州记》曰：“陇山东西一百八十

里。登山岭东望，秦州⑦四百五十里，极目?然⑧。山东人⑨行役升此而顾瞻

者，莫不悲思兴歌。”

注　释

①汉阳郡：东汉永平十七年 （７４）改天水郡置，治所在冀县 （今甘肃甘

谷东南）。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定西、陇西、礼县以东，静宁、庄浪以西，黄河

以南，?冢山以北地。

②坂：同 “阪”，意为 “山坡”。

③陇坻 （ｄǐ）：即陇山。

④祭遵：字弟孙，东汉初颍川颍阳人。初从刘秀转战河北。建武二年

（２６）任征虏将军，封颍阳侯。建武九年进攻隗嚣时死于军中。

⑤ 《三秦记》：古代地理书，辛氏著，今佚。所记山川、都邑、宫室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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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地理故事，不及魏晋，疑为汉人作品。《汉书·艺文志》无著录，但六朝

以来的地理书、类书多有引用。有清王谟辑本。

⑥乃：才。

⑦秦州：晋泰始五年 （２６９）分雍州、凉州、梁州置，初治冀县 （今甘肃

甘谷东），后移上絡 （天水市）。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定西及静宁以南、清水县

以西，陕西凤县及略阳，四川平武，青海黄河以南、贵德以东地。唐宝应中入

吐蕃，大中三年 （８４９）收复后移治成纪 （今甘肃秦安县北）。清雍正时改为

直隶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天水市及秦安、清水、两当、西和、礼县、徽县、

成县等地。１９１３年废，改本州为天水县。

⑧此句有误：登陇山东望为秦川，西望为秦州。查 《秦州记》，此段文字

为 “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

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

⑨山东人：陇山以东的人。

岍　山①　州西四十里。在旧源县，水所出。《禹贡》“导岍及岐”是
也。

注　释

①岍 （ｑｉāｎ）山：在陕西省陇县西北。

慈　山　州西四十里。旧源县，水所经。
天井山　州西百里。山巅有井，四时常满，虽旱不涸。
金门山　州西南一百里。两山对峙，渭水中流，其形似门。
青崖山　州北四十里。高险耸秀，上有清凉寺，清泉涌流，岁旱祈祷，有

应。

秦岭山　陇安旧县。因西秦地势相达，其山高于诸岫①。《三秦记》：“秦

岭东起商洛，西尽陇，东西八百里。” 《山海经》云： “秦岭乃天下之大阻

也。”见 《雍大记》②。

注　释

①岫 （ｘｉù）：峰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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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雍大记》：明代何景明纂修，３６卷。书中详细记述了陕西、甘肃、宁
夏回族自治区及青海省东南部一带的地理、民俗及人物。

紫
!

①山：州南四十里。苍色丹颜，望之紫翠成
%

。旧属吴山县。

注　释

①&

（ｄｕī）：小丘。

牛心山　州南五十里。形似牛心，故名。
牛头山　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以形似牛头名。总兵①杨麒破流贼处。

注　释

①总兵：官名。明代总兵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无定员。清代总兵为
绿营兵高级武官，受提督节制，掌理本镇军务。

关　山　州西八十里。其山高峻，盘折而登，经五十里始临绝顶，为秦凤
要害之地。岭西有石嘴驿。

相公山　州东三十里。山顶有宰辅墓，故名。
峰台山　州东四十里。上有静峰雄峙。
小陇山　州西。岩?①高险，不通轨辙②。《雍大记》云：“南逾陇，北

接沙漠。其名有四，一抢竿头、二米高山、三湫头山、四龙江峡。”

注　释

①? （ｃｈǎｎ）：高峻的样子。
②轨辙：车辆碾过的轨迹。这里代指车辆。

景福山　州西北六十里，有凤爪、朝元、定心三峰。道士沈丹植有志。
龙盘山　州南吴山旧县之东南七里。山势盘曲如龙，乃一州最胜①处。

注　释

①胜：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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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山　州之陇安旧县北二十里。上有秦王磨剑崖。

还魂岭　州南一百七十里。

分水岭　关山顶上。

朝天岭　州东南三十里。唐卢照邻①有诗。

注　释

①卢照邻 （约６３５—约６８９）：唐诗人，字癉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 （今

河北涿州）人，为初唐诗坛四杰之一。诗多愁苦之音。后人辑其作品为 《幽

忧子集》。

白环峪　州西源旧县界。水流如白环，故名。

麦枣峪　州西南十五里。

黄花峪　州南十二里。产黄花，可蒸为茹①。

注　释

①茹：蔬菜。

大虫峪　州西南十里。

沙金峪　州西北十五里。

蒲　峪　州西二十里。

白牛峪　州南十里。

水　峪　州东北四里。

乾　峪①　州南十三里。

桐树峪　州西南二十里。

弦蒲薮　州西四十里。天下九薮②，此其弦蒲。 《周礼·职方》： “雍州，

其泽薮曰弦蒲。”《晋书·地理志》③有蒲谷乡弦中谷，即此。

注　释

①乾峪：“乾峪，州南十三里。”记述有误。乾峪属今温火镇坪头村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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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村委会之南，距陇县城 （陇州城）约１０里。

②九薮：古泽薮总称。ａ．《周礼·职方》指扬州的具区、荆州的云梦、豫

州的圃田、青州的望诸、兖州的大野、雍州的弦蒲、幽州的錹养、冀州的杨

纡、并州的昭余祁。ｂ． 《吕氏春秋》指吴的具区、楚的云梦、秦的阳华、晋

的大陆、梁的圃田、宋的孟诸、齐的海隅、赵的钜鹿、燕的大昭。ｃ． 《淮南

子·坠形训》指越的具区、楚的云梦、秦的阳纡、晋的大陆、郑的圃田、宋的

孟诸、赵的钜鹿、燕的昭余。

③ 《晋书·地理志》： 《晋书》１３２卷，唐房玄龄等撰，是纪传体晋代史

书。《地理志》是其中讲述地理的专篇。

鱼龙川　源出小陇山①东北。流中有五色鱼，人不敢取。杜甫②诗 “水落

鱼龙夜”即此。金人③立栅于川口，宋将杨政④率精兵攻却之。

注　释

①小陇山：位于甘肃省东南陇山南端。东与陕西省陇县、宝鸡相连，南与

凤县、留坝、略阳县接壤，西与甘肃省岷县、宕场县相邻，北以天水市张家川

县为界。

②杜甫 （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杜审言孙；因居杜曲，在少陵原之东，故

自称 “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唐代著名诗人，有 《杜工部集》传世。

③金人：金国的人 （军队）。

④杨政 （１０９８—１１５７）：字直夫，原州临泾 （今甘肃镇原县）人。南宋建

炎间 （１１２７—１１３０）随吴抗金，九战九捷。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升任陇州团

练使。后升川陕宣抚使、都统制，在陇州一带屡破金兵。

长蛇川　吴山旧县境内。水委曲流，如长蛇。后魏以此名县。

北　河　州城北。源出州外诸①山，其流最细，会温泉水，南入②。

注　释

①诸：众，各。

②：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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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州城南。源出岍山①，会于金陵、北河、涧口、晖川，过东江、

长清，南至宝鸡邸店入于渭。正西之水，莫大于，而西方诸水会焉。金陵即

一水，发源檀山，北流入。北河详前。涧口出楚①作原，晖川出冯坊，东经

阳西门。长清，凤翔地名。邸店，即孔明②所治邸阁。

注　释

①源出岍山：此说有误。河发源于甘肃省张家川县唐帽山南麓石庙梁，

石庙梁地处陇山山系而非岍山。

②楚：疑作 “处”。

③孔明：诸葛亮的字。

　水①　州城西北。源出弦蒲薮西，由新平②扶风入渭③。 《周礼·职

方》：“雍州……其川泾、。” 《诗》云： “芮鞫之即④。”《韩诗》⑤作 “芮⑥

?”，言公刘⑦止其军旅，欲使安静，乃就芮?之间耳。颜师古⑧云：“?与鞫

同，东北入泾。”见 《雍大记》。

注　释

①水：河发源于甘肃省华亭县，经华亭进入崇信，于泾川县王母宫汇

入泾河，全长１２０千米。这里记述的水 “源出弦蒲薮西……”有误。古人将

发源于今陇县 （古为陇州）新集川镇王家河，经华亭、崇信、泾川，于长武

汇入泾河的黑河误以为是入了河，故将该河称水入志。

②新平：ａ．郡名。东汉兴平元年 （１９４）分右扶风及安定郡置，治所在漆

县 （北魏改名白土，今彬县）。辖境相当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和甘肃泾

川、灵台等县地，其后屡有变动。隋开皇初废。义宁二年 （６１８）分北地郡复

置，治新平 （今彬县），唐初改为豳州。开元时改豳州为州。天宝、至德时

又曾改州为新平郡。ｂ．古县名。隋开皇四年 （５８４）改白土县置，治今陕

西彬县，明初废；先后为新平郡及州治所。此处的 “新平”指新平县，即

今陕西郴县。

③渭：渭水，黄河最大的支流，在陕西省中部，源出甘肃省渭源县乌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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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贯陕西渭河平原，在潼关县入黄河。此处 “由扶风入渭”有误。

④芮 （ｒｕì）鞫 （ｊū）之即：《诗·大雅·公刘》：“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毛传》：“密，安也。芮，水涯也。鞫，究也。”郑玄 《笺》：“芮之言内也。

水之内曰釽，水之外曰鞫。公刘居豳既安，军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涧水

之内外而居修田事也。”

⑤ 《韩诗》：指 《韩诗外传》。西汉韩婴撰，今本作１０卷。其书杂述古事
古语，虽每条均征引 《诗经》中的句子，但实为引 《诗》以与古事相印证，

非引事以解 《诗》之本义。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婴又撰 《内传》４
卷、《外传》６卷，附于本书之后，为研究西汉今文诗学的重要资料。

⑥ （ｊū）：依 《考正字汇》的解释，意为 “古老的河岸”。

⑦公刘：古代周族领袖。传为后稷曾孙。夏代末年率领周族迁居豳 （今陕

西彬县东北），观察地形水利，开垦荒地，安定居处。

⑧颜师古 （５８１—６４５）：唐训诂学家，名籀，以字行，京兆万年 （今陕西

西安）人，官至中书侍郎。作 《汉书注》《急就章注》及 《匡谬正俗》等，考

证文字，多所订正。

　川　自州源县至宝鸡，几①二百里，经凤翔一带。虽寒冬，蔬草如

春，号 “长青”。

注　释

①几：将近，接近。

一　水　水发南山西侧。
白龙泉　州东南。泉所涌出，径五尺，源流不竭，东北注于河。
丹　泉　州北二十里。谷神观东。
金　泉　州南四十里。俗传昔人得金鞭于此。其水东北注。
温　泉　州西北十五里。其水隆冬不冰①。一名汤池，水涌沸如汤。出太

乙山②。见 《雍大记》《水经注》③。杜彦达曰：“可治百病，然水清则愈，浊

则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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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不冰：不结冰。

②太乙山：在温泉之后。温泉之水出其下。

③ 《水经注》：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著，４０卷 （原书宋代已佚５

卷，今本仍作４０卷，为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此书名为注释 《水经》，实则以

《水经》为纲，作了２０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全书记载大小水道

１０００多条，一一穷究源委，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山陵、城邑、关津的地理情

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及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是６世

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引用书籍多达４３７种，还记录了不

少汉魏间的碑刻。

甘露泉　州西北五十里。出景福山下，以味甘如露，故名。

凉　泉　出凉甫里，以四时清凉名。

方山原　州西一百里。宋将吴①与金人战于此。杨政尝知方山原，军储

刍②粟悉③贮其中。

注　释

①吴 （１０９３—１１３９）：南宋名将，字晋卿，德顺军陇干 （今甘肃静宁）

人，迁居水洛 （在今甘肃庄浪）。善骑射，北宋末年从军。高宗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任秦凤副总官兼知凤翔府。富平之战宋军败后，他与弟吴瞞扼守和尚

原 （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击败进攻汉中的金军。官至四川宣抚使。

②刍：喂牲口的草。

③悉：全，都。

丹阳洞　州北一里许。传为马丹阳①成仙处。中建三清殿。丹墀②下有柏，

分十股③，根枝长茂。柏中有一清泉，四时不涸。

注　释

①马丹阳 （１１２３—１１８４）：山东宁海人，初名从义，字宜甫。祖籍陕西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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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后迁居宁海。王重阳弟子。金大定十九年 （１１７９）马丹阳赴平凉、华亭传
道，途经陇州龙门山，于此创建重阳会，并宣讲 《示门人》文告。次年自平

凉返长安，请丘处机北上龙门山，其著作多为诗词，被后世辑为 《渐悟集》

《洞玄金玉集》《神光灿》等，均于正统中入 《道藏》。

②丹墀：红色的台阶。

③十股：１０个枝杈。

寒居洞　县头镇北山下。有嵩阳居士记。

龙门洞　州西北六十里。汉娄景①楼身之所，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致②，

为关中山水奇观。春正月，远近朝山者较胜③武当④。道士薛教玉⑤募修洞宇。

注　释

①娄景：也作 “娄敬”，即刘敬，汉初齐人。高祖五年 （前２０２），以戍卒

求见刘邦，建议入都关中有功，赐姓刘，后封关内侯。《汉书·艺文志》儒家

有 《刘敬》３篇。今有清马国翰辑本。

②致：意态，情趣。

③较胜：较，通 “皎”，明显。较胜，明显胜过。

④武当：即湖北省的武当山。

⑤薛教玉：甘肃省华亭县人，黄本善法嗣徒孙，全真教龙门派第１７代传

人。７岁归玄，壮年出家入陇州龙门洞。１６８７年任龙门洞监院，募化兴建龙门

洞道院，聘请艺人工笔彩绘圣像壁画８１幅，修建庙宇多座。

古　　迹

回中宫　州西北一百四十里。秦建。汉文帝①时匈奴②入萧关③，烧回中

宫。光武八年④春，来歙⑤将兵二千人伐山开道，从番须⑥回中径袭略阳。

注　释

①汉文帝 （前２０３—前１５７）：即刘恒，西汉第３个皇帝，公元前１８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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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年在位。

②匈奴：中国古族名，也称 “胡”。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

汉初不断南下攻扰，汉武帝时对其采取攻势，多次进军漠北，使其受到很大打

击，势渐衰。

③萧关：古关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为自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
冲。西汉文帝时，匈奴自萧关入烧回中宫。

④光武八年：应为 “光武帝建武八年”，即公元３２年。

⑤来歙 （ｘì）（？—３５）：东汉初南阳新野 （今河南新野南）人，字君叔。

初事刘玄，后归刘秀，任太中大夫，说隗嚣归汉。后嚣反，他以精兵袭破其

众，尽取陇右。建武十一年 （３５）领军入蜀攻公孙述，被其派人刺死。

⑥番须：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５０里，为陇山之口。

一经亭　州治东。唐陇州太守①韦皋②建，取韦贤③ “一经教子”之义。

注　释

①太守：官名。本为战国时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改郡守为太守，为
一郡行政的最高长官。历代沿置不改。

②韦皋 （７４６—８０５）：唐京兆万年 （今陕西西安）人，字城武。初任监察

御使、知陇州行营留后事，因参与平定朱?叛乱有功，升陇州刺史、奉义军节

度使。贞元元年 （７８５）转任西川节度使。顺宗时王叔文当政，他要求兼领剑
南三州，不成；上表请皇太子 （宪宗）监国。不久病亡。

③韦贤 （前１４８—前６７）：西汉邹人，字长儒。笃志好学，世习鲁诗 （鲁

人申培所传之 《诗》），号称邹鲁大儒。昭帝时，由博士迁光禄大夫。宣帝立，

以与谋议，赐爵关内侯。本始年间官至丞相。后致仕，封扶阳侯。《汉书》有

传。

陇　亭　陇山官道①傍②。唐时有此童谣：“秦陇无人塞草腥，将军一去泣

空营。汉家天子③东巡狩④，行到江南又起兵。”

注　释

①官道：由政府主持修建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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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傍 （ｐáｎｇ）：通 “旁”，旁边，侧边。

③汉家天子：泛指历代皇帝。

④巡狩：同 “巡守”。古时帝王五年一巡狩，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

八卦亭　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有仙人钟离①、洞宾②遗迹。

注　释

①钟离：指八仙中的汉钟离。

②洞宾：指八仙中的吕洞宾。

碧寒亭　州西七十里故关上。 《一统志》①作 “苦寒”，或作 “悲寒”，又

作 “哭寒”。

注　释

① 《一统志》：记全国地理之书，元、明、清均有。元 《一统志》１３００

卷。明 《一统志》９０卷。清代编纂的 《一统志》４２４卷，有康熙 《大清一统

志》，至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始成，凡三百五十六卷；乾隆 《大清一统志》，乾

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敕修，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告竣，凡 ４２４卷；嘉庆

《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敕修，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又敕续

修，道光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成书，凡５６０卷。此处 《一统志》疑指嘉庆 《重

修大清一统志》。

呜咽亭　陇山下。取 “陇水呜咽”之义。

维杨亭　在青岩关。

文王①故城　旧吴山县东四十里，近渭水。按：文王都丰②，不应于此置

城；或猎渭时憩此，没世不忘欤？

注　释

①文王：指周文王姬昌。

②都丰：建都于丰。丰指丰京，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沣河以西。周文王伐

·４０１·



卷之一·方舆志

崇侯虎后自岐迁此。

秦　城　州南三里。秦非子养马于、渭之间①，有功。周孝王②命为大

夫③。此其食邑④。

注　释

①渭之间：唐张守节 《史记正义》： “言于二水之间，在陇州以东。”

《括地志》：“县故城在岐州县东北十五里。”毛苌云：“，地名也。秦文

公东猎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

②周孝王：名辟方，西周第８个王，前８９１—前８８６年在位。

③大夫：在古代，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因此为一般任官职之

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

等。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阶官称号。清代高级文职阶官称大夫。

④食邑：即 “采邑”，也名 “采地” “封地”，是中国古代诸侯封赐所属

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盛行于周。卿、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利，并对

诸侯承担义务。《汉书·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

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

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

郁彝城①　州西五十里。大宁关②侧，近水源。西汉置县。东汉③改为陇

关县。寻④废。

注　释

①郁彝城：也作 “郁夷城”。在今陕西省陇县固关镇固关街东。东至穆家

庄北河，西至李家沟河岸，南到固殿渠，北至陇固公路。东西长３００米，南北

宽约１５０米。建于西汉。王莽地皇四年 （２３）改为郁平县城。东汉废。

②大宁关：大震关的别称。大震关设于汉初，北周天和元年 （５６６）更名

大宁关，关址设于今陕西省陇县陇山东坡洪家滩。相传汉武帝至此遇雷震，故

名。唐大历初，凤翔节度使李晟出大震关，破吐蕃于临洮。大中六年 （８５２），

陇州防御使薛逵徙筑于山下，更名安戎关。此后称大震关为故关，安戎关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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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两关相距３０里。

③东汉：朝代名。从建武元年 （２５）刘秀称帝起，到延康元年 （２２０）曹

丕代汉止，共历１２帝、１９６年。因国都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的东面，故称东

汉。

④寻：旋即，不久。

临故城　州西北。本唐阳县地，太和①初筑。寻废。

注　释

①太和：也称 “大和”。唐文宗李昂年号，公元８２７—８３５年。

南由县故城　州东南一百二十里。本汉阳地，后魏置南由县。唐初于此

置舍州①。后并入吴山县②。

注　释

①舍州：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置，其辖境相当于当时的南由县地。武德四

年 （６２１）废。

②吴山县：隋开皇十八年 （５９８），改长蛇县为吴山县。

回　城　州西北四十里。即汉来歙开道伐隗嚣①、抵略阳②处。

注　释

①隗 （ｗěｉ）嚣 （？—３３）：东汉初天水成纪 （今甘肃秦安县）人，字季

孟。新莽末年被当地豪强拥立，据有天水、武都、金城 （均在今甘肃）等郡。

一度依附刘玄。不久，自称西州上将军。建武九年 （３３），以屡为汉军所败，

忧愤而死。其子隗纯降汉。

②略阳：郡名。晋泰始中改广魏郡置，治所在临渭 （今天水东北），辖境

相当于今甘肃静宁、庄浪、张家川、清水县地及天水、秦安、通渭部分地区。

北魏移治陇城 （今秦安县陇城镇）。隋初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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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县故城　州东南一百二十里。本汉蚗糜县①地。后魏置长蛇县。隋改

吴山县。唐改华县②，寻复旧。元省入源县。

注　释

①蚗 （ｙú）糜县：应作 “蚗麋县”。汉置，因蚗麋泽得名。治所在今陕西

千阳县东。东汉曾为侯国。晋并入县。以产墨著名，后世因以为墨的代称。

②华县：应作 “华山县”，唐上元年间改吴山县置。

陇安故县　州南一百二十里。本唐阳县。宋置陇安寨①。金置县。元省

入阳县。

注　释

①寨：宋代设置在边区的军事行政单位，隶属于州或县。

源故县　州东南。后魏置阴县。隋改曰源。唐、宋并为州之附郭①。

明洪武②初，归并本州。

注　释

①郭：外城，是古代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在这里，“郭”是 “城

邑”的代称。

②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永信城　州北。唐 《地里志》①云：“源县华亭有义宁军。”大历八年②，

置治于此城；贞元三年③，筑永信城于平戎川。

注　释

①唐 《地里志》：里，当作 “理”。或指 《唐书》中的 《地理志》。

②大历八年：公元７７３年。大历为唐代宗李豫年号 （７６６—７７９）。

③贞元三年：公元７８７元。贞元为唐德宗李适年号 （７８５—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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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故城　州东。汉时置，后为源县。昔秦文公①猎于渭，遂都之②。

注　释

①秦文公：秦襄公之子，在位时率７００人东猎，至渭之会。后击退犬

戎，占有岐以西之地。

②遂都之：于是就建都在那里。

大宁旧关　州西五十里，近水之源。

马颊村　 《通志》①为杜安县孝感乡。村内有前代铸钱监②基。

注　释

① 《通志》：书名。南宋郑樵撰，２００卷，是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分

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其中略２０篇５２卷，自上古至唐，计氏族、六

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

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为作者用力之作，系全书之精

华。

②铸钱监：专管铸造钱币的官署。

金兜堡　州西北四十里。

塔儿峡　州东南五十里。有寺，今废；砖塔数级。世传梁武帝①幸②此。

为志公师竖，两边青石山，堪入画。

注　释

①梁武帝 （４６４—５４９）：名萧衍，字叔达，南朝梁国的建立者，公元

５０２—５４９年在位。南兰陵 （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长于文学，精乐律，并善

书法。明人辑有 《梁武帝御制集》。

②幸：特指皇帝到某处去。

青阳峡　州西南七十里，唐杜甫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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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景

关山夜月　汉安彝关，即今州故关①，时有月色皎洁光辉，虽晦朔②夜分，

犹然。唐储光羲③有诗。

注　释

①故关：即大震关。

②晦朔：晦，阴历月终；朔，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的时候。在朔日，月
亮和太阳同时出没，呈现新月的月相。朔日发生的那一天，被定为夏历每月的

初一日。

③储光羲 （７０７—约７６２）：唐代诗人，兖州 （今属山东省）人，一说润州

（今江苏镇江）人。开元进士，官监察御史。曾在安禄山陷长安时受职，后被

贬，死于岭南。其诗多写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现存 《储光羲诗》。

河晚渡　州城南河二水交会。夜静听之，如行人济渡腪乃声①；昼则

寂然。

注　释

①腪 （ǎｉ）乃声：摇橹之声。

温溪不冻　即温泉。三冬暖气郁①然。

注　释

①郁：浓盛的样子。

寒亭积雪　陇西有关山旧道。传有妇王腊梅夜哭寒亭，其情可悯①；行人

流泪，野鸟悲伤，岩壑间坚冰、剩雪遇暑不消。

注　释

①悯 （ｍǐｎ）：哀怜，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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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蒲名薮　峰回势阻①，入谷平衍②，泉甘土肥，桑麻遍野，如太行之盘谷云。

注　释

①阻：险要。
②平衍：平坦，平展。

五峰翠秀　突兀插天，与华岳①并峙，故为西镇之尊。

注　释

①华岳：华山。

东园霁雨①　林麓萧疏，雨后苍翠，秀色可餐。

注　释

①霁 （ｊì）：雨雪停止，云雾消散，天气放晴。

金泉涌派①　州东南梨林川②。泉水分涌，源流不竭。树③稻田者，咸④利之。

注　释

①派：水的支流。
②梨林川：西起陇县八渡镇西坡村，东至东风镇峪头村，长７５千米，宽

３千米。土地平坦，土质肥沃。

③树：种植。

④咸：全，都。

陵　　墓

　　周

赧王①陵　州北三十里。按：赧王入秦，秦受其赐，归②赧王于周，自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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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徙③河南，陵不应在陇。 《一统志》： “湖广慈利县④有赧王陵。” 《容斋续

笔》⑤云：“其中藏古器甚多。”陇境历传赧王陵，岂当年避秦之人悼周之亡，

为之俎豆⑥与？

注　释

①赧 （ｎǎｎ）王：指周赧王 （？—前２５６）。东周国王，慎靓王之子，名

延，公元前３１４—前２５６年在位。当时周已分裂为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赧王

虽名为天子，实则寄居西周。周赧王五十九年 （前２５６），西周被秦攻灭，赧

王死，周亡。

②归：归还。

③徙：迁移。

④湖广慈利县：湖广，古行省名，元至元中置，治所在武昌路 （今湖北武

汉市武昌区），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江以北的小部分、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

省，广西全区及广东、贵州部分地区，清将其分成湖南、湖北两省。慈利县，

在湖北省北部、澧水中游，汉置零阳县，隋改慈利县。

⑤ 《容斋续笔》：南宋洪迈所著 《容斋随笔》一书中的一部分。

⑥俎豆：俎，古代祭祀时用以载牲的礼器，分铜制、木制两种；豆，古代

食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在这里，“俎豆”是祭祀、悼念的意思。

　　汉

娄景墓　州西四十里。

相公墓　州东三十里。相传为后汉①右丞相②墓。遗其姓氏，碑缺无考。

注　释

①后汉：即东汉。

②右丞相：官名。春秋时，齐景公曾置左右相各一人。战国时，秦武王曾

置左右丞相各一人。秦及汉初沿置。

　　明

尚书①阎仲宇②墓　州西北三里。敕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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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或称掌书。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时，其地

位渐趋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魏晋以后，尚书事务日

繁。从隋唐开始，中央首要机关分为三省，尚书省为其中之一，职权益重。元

代存中书省之名，而以尚书省各官隶属其中。明初犹袭此制，其后废去中书

省，径以六部尚书分掌政务，六部尚书遂等同于国务大臣。清代相沿不改。

②阎仲宇 （１４４１—１５１２）：字恭甫，陇州廓下里 （今陇县城关镇）人，明

成化十一年进士。初任知县，后屡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副使、江浙按

察使及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致仕时加太子太保衔。

③敕 （ｃｈì）：皇帝的命令、诏书。

尚书李善①墓　州西北一里。敕建。

注　释

①李善 （１４４２—１５２５）：字宗元，陇州 （今陇县城关镇）人，明成化十四

年 （１４７８）进士。屡任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浙江道监察御史、河南按察司佥

事、山东按察司兵备、山西按察使及南京工部尚书。嘉靖四年 （１５２５），进阶

光禄大夫。

风　　俗

《郡志》云： “居民习俗忠厚，不好华靡；勤稼穑，务本业，有先王①遗

风。”又云：“士皆儒雅，陇之风气如之。”其民鄙啬②寒俭，穴居窑处。近皆

依山筑堡，以避寇盗。农服③耕种，女习纺绩④。婚嫁以布、花⑤、牛畜为礼。

疾⑥信巫祝⑦。丧用缁流⑧。畏官吏，重⑨犯法。士习礼、肄⑩书，代有闻人瑏瑡。

至四时礼节，如元日瑏瑢、元宵、端阳、七夕瑏瑣、中秋、重阳瑏瑤拜贺宴会，关中皆

同；清明、中元瑏瑥祭坟；十月一日、冬至、腊月祭先瑏瑦。大抵民俗厚重质朴，

如 《诗》、《传》所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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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先王：前代帝王。

②鄙啬 （ｓè）：鄙，质朴；啬，节俭。

③服：从事。

④绩：把麻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搓成线。

⑤花：棉花。

⑥疾：生病。

⑦巫祝：巫，巫术；祝，向鬼神祈祷。

⑧缁 （ｚī）流：缁，黑色。缁流，僧众。中国僧徒多穿黑衣，故称 “缁

流”。

⑨重：严防。

⑩肄：练习，学习。

瑏瑡闻人：有名望的人。

瑏瑢元日：阴历正月初一日。

瑏瑣七夕：节日名，指阴历七月初七日的晚上。古代神话，七夕牛郎织女在

天河相会。旧时民间风俗，妇女于七夕向织女星乞求智巧，谓之 “乞巧”，故

七夕也称作 “乞巧节”。

瑏瑤重阳：即重九，节令名。阴历九月初九称 “重九”，也称 “重阳”。

瑏瑥中元：旧俗以阴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

瑏瑦祭先：祭祀祖先。

论曰：君子入其国也，必省①封域、问山川而审地形之险夷②广狭，以控

扼其冲③；料民人④之丰阜凋瘁⑤，以损益⑥其政。陇，山高而长，域辽而阔，

固衍奥⑦之区而要害之地也。然⑧山多则易以蔽盗，域广则难以诘⑨奸；且人稀

田芜，渐忧土满⑩。所赖民俗敦朴瑏瑡，畏刑重法，机变未生。顾瑏瑢自丧乱以来，

亦渐浇漓瑏瑣偷薄瑏瑤矣。习气日趋于靡，风会蜪瑏瑥非其旧，盖由民贫物诎瑏瑦使然，

此世道人心之大迁革也。司牧瑏瑧者抚景瑏瑨忧怀，欲与承流更始，则既富方?瑏瑩之

道，可勿亟瑐瑠为之计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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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省 （ｘǐｎｇ）：查看，检查。

②夷：平坦。

③冲：交通要道。

④料民人：料，核计；民人，即人民。

⑤凋瘁：凋敝忧病。

⑥损益：增减。在这里带有 “调适”的意思。

⑦衍奥：有山有水。

⑧然：但是。

⑨诘 （ｊｉé）：查究，究办。

⑩土满：地广而未充分利用。《管子·霸言》：“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
《注》：“土满，谓土广而功狭也。”

瑏瑡敦朴：厚道朴实。

瑏瑢顾：不过，但是。

瑏瑣浇漓：也作 “浇镵”。义如 “浇薄”，指社会风气浮薄，不醇厚。

瑏瑤偷薄：浇薄，不厚道。

瑏瑥蜪 （ｑìｎ）：同 “浸”。渐渐，更加。二义在此皆可通。

瑏瑦诎 （ｑū）：紧缺。

瑏瑧司牧：司，掌管；牧，治民，治民之官。在这里，“司牧”指来陇州任
职的官员。

瑏瑨扶景：按陇州实际。

瑏瑩方? （ｇǔ）：方，并；?，禄位。 《书·洪范》： “凡厥正人，既富方
?。”

瑐瑠亟 （ｊí）：急，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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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卷之二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建　置　志

分土设邦，莫不有经始①，以成其保聚②，则建置重③焉。而城郭以卫民，

公署以施政，学校以育才，祠祀以崇报④；百职庶务，兴废年月，宜为一书。

为志建置。

注　释

①经始：开始测量、营造。《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②保聚：聚众保卫。

③重：重要。

④崇报：崇，推重；报，为报恩德而举行祭祀。

城　　池

州　城

土城。周围五里三分①，高三丈，底阔二丈六尺，顶一丈；女墙②高五尺。

池③深二丈，阔一丈五尺。城门内上各有楼。景泰元年④，知州钱昌⑤新筑。以

后陆续增修。门名东曰 “迎恩”，西曰 “览翠”，南曰 “挹薰”⑥，北曰 “拱

极”。顺治十七年⑦，知州黄云蒸⑧重修。康熙五十二年，知州罗彰彝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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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分：长度单位。１０厘为一分，１０分为一寸。此处 “五里三分”当为

“５３里”。

②女墙：城墙上的矮墙，也作 “女垣”。

③池：护城河

④景泰元年：公元１４５０年。景泰为明代宗朱祁钰年号 （１４５０—１４５７）。

⑤钱昌新：昌，疑为 “日”之误。明景泰间 （１４５０—１４５６）任陇州知州。

⑥挹薰：挹，汲取；薰，花草的芳香。

⑦顺治十七年：公元 １６６０年。顺治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１６４４—

１６６１）年号。

⑧黄云蒸：福建会安人，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任陇州知州。

衙　　署

察　院①

州治西。年久颓废，驻节②无馆。知州罗彰彝重建，额曰 “行台”。

注　释

①察院：唐、宋御史台的成员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三种，各

属一院，监察御史属察院。明代的都察院简称察院，御史出差在外，其衙署也

叫察院。这里的 “察院”，应是御史莅陇时的衙署。

②驻节：屯驻，停留。

布 政 司①

州治南。嘉靖二十年②，分守参议③潘高建。今圮④。

注　释

①布政司：明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宣德以后，

·６１１·



卷之二·建置志

全国的府、州、县分统于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清

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后，每省设布政使一员，不分左右。这里的布政司，当是省

布政使莅陇时办公的官署。

②嘉靖二十年：公元１５４１年。嘉靖为明世宗朱厚趈年号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③参议：官名。明代在布政使下设左右参议，以分领各道。清初沿置，乾

隆时废。

④圮 （ｐǐ）：毁坏，坍塌。

按 察 司①

州治西。洪武中建。成化②中，同知③严春、判官④程文重修。今圮。

注　释

①按察司：当指省按察使司主官莅陇时办公的衙署。

②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

③同知：官名。明清时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捕盗、海防、江

防、水利等政务。清代知州的同知称作 “州同”。

④判官：官名，设于唐代。明代仅设于州。清代改为州判，为知州的佐

官，与州同职掌略同。

府　馆

州治西。今圮。

州　治

金大定二年①建。洪武十八年②灾；三十五年③，知州蔡祥④复建。崇祯⑤

间，寇陷焚毁。顺治十八年⑥，知州黄云蒸重建。康熙四十三年⑦，陇地大震，

堂署门廨⑧悉皆倾倒；康熙五十一年⑨，知州罗彰彝独力捐建，经营况瘁⑩，另

辟规模。聿瑏瑡工告成，百姓歌之。

注　释

①大定二年：公元１１６２年。大定为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 （１１６１—１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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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洪武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５年。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③ （洪武）三十五年：明成祖建文四年时废除建文年号，改为洪武三十

五年。

④蔡祥：明洪武年间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任陇州知州。

⑤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公元１６２８—１６４４年。

⑥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

⑦康熙四十三年：公元１７０４年。

⑧廨 （ｘｉè）：官署，旧时官吏办公处的通称。

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

⑩瘁：劳累，劬劳。

瑏瑡聿 （ｙù）：句首语气词，无意义。

中公堂　五间。知州罗彰彝有额。

亲民堂　三间。知州罗彰彝有额。

大　门　三间。

仪　门①　三间。

角　门　东西各一间。

中　坊　一座。

科　房　东西一十六间。

班　房　内外一十三间。

库

狱

土地祠

钟　亭

旌善、申明二亭　在大门外东、西。

知州宅　三间。

翼　室　东西各三间。

惠风堂　五间。知州罗彰彝有额。

当春轩　三间。知州罗彰彝有额。

后　楼　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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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　房

马　厩

州同知宅　三间。

官　厅　三间。

后　厅　三间。

东书斋　南、北七间。州同知黄士瞡新建。

州判宅　今圮。

吏目宅　厅室一十二间。

驿号房　东西三十七间。

马神②祠　三间。

注　释

①仪门：明清两代称官署大门之内的门为 “仪门”，取有仪可象之意。一

说是官署的旁门。

②马神：即马祖。《周礼·夏官·校人》：“春祭马祖。”《注》：“马祖，天

驷 （房星也）。《孝经说》曰：房为龙马。”

阴 阳 学①

州治东。今圮。

注　释

①阴阳学：元、明两代地方设立的天文学校。元代设于诸路及各府、州，

教学内容为天文与术数。明代地方阴阳学官，府称正术、州曰典术、县曰训

术。

医　　学①

州治南。今圮。

注　释

①医学：中国古代培养医药人才的学校。南朝宋元嘉二十年 （４４３）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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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地方设医学。

僧 正 司①

州治西，兴国寺后。今圮。

注　释

①僧正 （ｚｈèｎｇ）司：官署名。明、清两代置僧录司，掌有关佛教徒事务。

主官称正印、副印，下设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等。在各府则设僧纲

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其职掌均类于僧录司。

道 正 司①

州治东。今圮。

注　释

①道正司：官署名。明、清置道录司，掌管有关道教徒事务。其主官称正

印、副印，下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至义等。在各省则设道纪司、州设道

正司、县设道会司，其职责均类于道录司。

故关大寨巡检司①

州西七十里，有旧故关、新故关，俱属大寨巡检司。按 《唐志》②：“源

县西有安彝③关，在陇山，本大震关。”天宝④中，大震关使郭英硋⑤斩禄山⑥

使高嵩。大中⑦间，防御使薛逵徒筑，即此。今革⑧。

注　释

①巡检司：巡检是官名，始置于宋代。其官署称巡检司，主要设于关隘要

地，或兼管数州数县，或管一州一县，以武臣担任，属州县指挥。金、元沿设

巡检一官，多限于一县之境。明、清州县均设巡检，多设司于距城稍远之处。

② 《唐志》：应指 《唐书》中的 《地理志》。

③安彝关：也作 “安夷关”，即安戎关。

④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７４２—７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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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郭英硋：字元武，瓜州晋昌 （今甘肃瓜州县）人。唐安史之乱时，为

秦州都督、陇右采访使、陇州大震关防御使。安禄山部将高嵩率军入陇州，郭

暗设伏兵将其部众俘获。至德二年 （７５７），郭升任陇右节度使。宝应元年

（７６２），任检校户部尚书。后任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其后被普州刺史韩

澄所杀。

⑥禄山：即安禄山 （７０３—７５７）。唐营州柳城 （今辽宁朝阳南）胡人，初

名轧荦山，本姓康，或以为源出康国。随母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

山。懂九蕃语言，骁勇善战，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皀养以为子，因战功任平卢兵

马使、营州都督等职。李隆基 （玄宗）时，安禄山设法取得其和杨贵妃的信

任，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有众十五万。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冬，

在范阳起兵叛乱，南下攻陷洛阳。次年春称 “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 “圣

武”。派兵攻入长安，大肆杀掠。至德二载 （７５７）春，被其子安庆绪杀死。

⑦大中：唐宣宗李忱年号，公元８４７—８６０年。

⑧革：革除。

陇安巡检司

州南一百五十里。今革。

咸宜关巡检司

州西四十里。正统①中设，今革。

注　释

①正统：明英宗朱祁镇年号，公元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

香泉巡检司

州南一百五十里。成化中，知州李镛①奏请添设。今革。

注　释

①李镛：明成化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中任陇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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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宁 驿

州西一百二十里，关山之西，与秦州清水县①界分。成化五年②，巡抚③马

文升迁兴平县④长宁驿百户所⑤于斯⑥，石嘴驿裁。

注　释

①清水县：在甘肃省东部，邻接陕西省陇州。

②成化五年：公元１４６９年。成化为明宪宗朱见深年号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

③巡抚：官名。明初派京官巡抚地方，事毕即罢。宣德时，以关中、江南

地处扼要，始专设巡抚，与总督同为地方的最高长官。清代正式以巡抚为省级

地方政府的长官，总揽一省军事、刑狱、吏治等，为从二品官，俗称抚台。

④兴平县：在陕西省渭河平原中部，渭河北岸。汉置槐里县，隋为始平

县，唐改兴平县。

⑤百户所：明代在京师和各地皆设卫所，一府设所，数府设卫。大约

５６００人称卫，１１２０人称千户所，１２０人称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二 （５０人为

一总旗），小旗十 （１０人为一小旗），大小联比，合成一军。

⑥斯：此，这里。

演 武 场

州东南一里。

学　　校

学　基

州治西南二里。旧在东故城内。宣德六年①，水冲基圮，知州郭宗义徙建

于州，学正沈益记；嘉靖六年②，知州李暹③重修，州人参议阎钦④记；隆庆三

年⑤，知州杨世卿⑥复修，平凉都御史⑦赵时春记。顺治十一年⑧，学正苏万邦

重修。

·２２１·



卷之二·建置志

注　释

①宣德六年：公元１４３１年。宣德为明宣宗朱瞻基年号 （１４２６—１４３５）。

②嘉靖六年：公元１５２７年。嘉靖为明世宗朱厚趈年号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③李暹 （ｘｉāｎ）：大名滑县人，明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任陇州知州。

④阎钦：字子明，陇州麻坊里人。明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进士。历任吏科给

事中、河南兵备。著有 《九曲新书》。

⑤隆庆三年：公元１５６９年。隆庆为明穆宗朱载篨年号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⑥杨世卿：山西长子人，明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任陇州知州。

⑦都御史：官名。明初设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

佥都御史。

⑧顺治十一年：公元 １６５４年。顺治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大 成 殿 ①

七间。康熙二十四年②御书③ “万世师表”，颁发到州。钦遵刊制金额，悬

大成殿。

注　释

①大成殿：孔子庙的大殿。《宋史·礼志八》：“崇宁初……诏辟雍文宣王

殿以大成为名。”

②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１６８５年。康熙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③御书：康熙皇帝亲自书写。

东西庑①　各十间。

戟　门②　三间。
泮　池③

棂星门④　三间。

神　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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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牲房

启圣祠

文昌祠

名宦祠

乡贤祠

明伦堂⑥

东西斋　今圮。

儒学门

学正训导宅

魁星⑦楼　

尊经阁　今圮。

敬一亭　今圮。

射　圃⑧

注　释

①庑 （ｗǔ）：高堂下周围的廊房，厢房。

②戟门：也作 “棘门”。古代宫门和三品以上官员门口立戟。后世因称贵

显之家为 “戟门”。

③泮池：古代学宫、学府前的水池。也称 “泮水”“璧水”。

④棂星门：也作 “砠星门”。汉高祖令祀灵星。灵星即天田星。凡祭天，

先祭灵星。至宋仁宗天圣六年 （１０２８），筑郊台外垣，置灵星门。移用于孔庙，

始于宋景定 《建康志》《金陵新志》所记。本以尊天者尊孔。

⑤神库：疑即神仓。贮放祭祀用谷物的仓。《礼记·月令》：“藏帝籍之收

于神仓。”

⑥明伦堂：《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即五常 （仁、义、礼、智、信）。旧时，各地孔

庙的大殿称明伦堂，本此。

⑦魁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为中国古代天文学

中的二十八宿之一，称为 “奎宿”。后被树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遂建奎星阁

以祀之。

·４２１·



卷之二·建置志

⑧射圃：射箭的园地。

岍山书院

州西北五里。弘治①间，阎仲实②建，有记。今圮。

注　释

①弘治：明孝宗朱樘年号，公元１４８８—１５０５年。

②阎仲实：字光甫，陇州廓下里 （今陇县城关镇）人。明成化间进士，

历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大中大夫、河南右参政。致仕后在陇州建 “岍山书

院”，广请名师教育诸生，使陇州人文大盛。

社　学①

各里共十九所。

注　释

①社学：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学校。元制５０家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

所。明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育１５岁以下学生。教育内容包括御制大

诰，本朝律令，冠、婚、丧、祭等礼节， 《孝经》 《小学》 《大学》 《论语》

《孟子》等儒家经典。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分置社学一

所，社师以 “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

学　田①

原额田九十七亩，今荒。实熟田一十六亩二分。每年租银一两二分，即给

州学贫土。

注　释

①学田：我国封建社会为学校所置之田，以地租所入充文庙祭祀、师生俸

廪及补助贫士的费用。始于宋仁宗当政时期，神宗时推行于各路。元、明、清

三代均置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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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　　典

先师庙祭

汉高帝①祀以太牢，但②行于阙里③。至魏正始④间，始祀于辟雍⑤，但行

于太学⑥。迨⑦隋，命州、县学以春秋仲月⑧释奠⑨。唐高祖⑩始诏立庙，太宗瑏瑡

始命守令主祭。后因之。孔子称号始于汉平帝瑏瑢，封 “褒成宣尼公”。唐高祖

赠 “太师”，玄宗瑏瑣封 “文宣王”。宋太宗瑏瑤诏庙门立戟十六；真宗瑏瑥加 “至盛

文宣王”；徽宗瑏瑦加冕瑏瑧十二旒瑏瑨，服九章瑏瑩，庙门戟二十四。元成宗瑐瑠加 “大成

至圣文宣王”。

注　释

①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 （前２５６—前１９５，一作前２４７—前１９５）。西汉
王朝的建立者，公元前２０２—前１９５年在位。字季，沛县 （今属江苏）人。在

位期间继承秦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及重本抑末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打击商

贾。以秦律为根据，制定 《汉律》九章。

②但：只，仅仅。

③阙里：春秋时孔子住地，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因有两石阙，故

名。孔子曾在此讲学。后建有孔庙，几占全城之半。旧时也用作曲阜县的别

称。

④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公元２４０—２４９年。

⑤辟雍：也作 “辟閖” “辟颿” “璧雍”，本为西周时天子所设的大学。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 宫。”据蔡邕 《明堂月令

论》，辟雍之名，乃 “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

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 （称 “外学”）外，均仅为祭祀之所。

⑥太学：中国古代的大学。西周已有太学之名。汉武帝元朔五年 （前

１２４）设五经博士，弟子５０人，为西汉太学建立之始。东汉太学大为发展，顺

帝时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质帝时，太学生达３万人。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

或设国子学 （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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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府。

⑦迨 （ｄàｉ）：等到。

⑧仲月：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

⑨释奠：古代学校的一种典礼，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圣先师。《礼记·文王

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

圣先师。”郑玄 《注》：“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

⑩唐高祖 （５６６—６３５）：即李渊，唐王朝的建立者。祖籍陇西成纪 （今甘

肃秦安）。一说系陇西狄道人，一说巨鹿郡人。在位９年 （６１８—６２６）。

瑏瑡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公元６２６—６４９年在位。

瑏瑢汉平帝：即刘絗，公元１—６年在位。

瑏瑣玄宗：指唐玄宗李隆基，公元７１２—７５６年在位。

瑏瑤宋太宗：即赵炅，本名赵匡义，避其兄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名赵

炅。公元９７６—９９７年在位。

瑏瑥真宗：指宋真宗赵恒，公元９９７—１０２２年在位。

瑏瑦徽宗：指宋徽宗赵佶，公元１１００—１１２６年在位。

瑏瑧冕：帝王的礼帽。

瑏瑨旒 （ｌｉú）：帝王礼帽上前后悬垂的玉串。

瑏瑩九章：古代帝王服饰的９种图案。《书·益稷》：“日、月、星辰，山、

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疏》曰：“九

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

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 为绣。则衮之衣五

章，裳四章，凡九也。”

瑐瑠元成宗：即铁穆耳。公元１２９４—１３０７年在位。

群弟子祭自汉安帝①。始祀七十二弟子于阙里，犹未祀于学②。唐太宗始

以孔子为先圣；颜子③为先师，配之。贞观二十一年④，始以左丘明⑤、卜子

夏⑥等一十二人配享⑦。高宗⑧赠颜回⑨为少师，曾参⑩为少保，并配享。玄宗

用李馞言，始以颜渊、闵子骞瑏瑡、冉伯牛瑏瑢、仲弓瑏瑣、宰我瑏瑤、子贡瑏瑥、冉有瑏瑦、

季路瑏瑧、子游瑏瑨、子夏为十哲，曾参居十哲之瑏瑩次，各为坐像，余弟子悉从祀于

庑；开元二十七年瑐瑠，赠颜子为兖国公，闵子骞等九人为侯，曾参等为伯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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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以闵子骞以下为公，曾参以下为侯，左丘明以下为伯。神宗瑐瑢始以孟

子瑐瑣同颜子配食瑐瑤，韩愈瑐瑥等从祀。徽宗始以子思瑐瑦从祀。理宗瑐瑧始加周颐瑐瑨、

张载瑐瑩、程颢瑑瑠、程颐瑑瑡封爵，与朱熹瑑瑢并从祀；景定瑑瑣间，加张縂瑑瑤、吕祖谦瑑瑥

伯爵，从祀；度宗瑑瑦始以颜回、曾参、孔?瑑瑧、孟轲并配享孔子，升颛孙师瑑瑨于

十哲列，邵雍瑑瑩、司马光瑒瑠从祀。元皇庆瑒瑡以许衡瑒瑢从祀。至顺瑒瑣加封颜子兖国

复圣公，曾参絣国瑒瑤宗圣公，孔?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瑒瑥亚圣公，以董仲舒瑒瑦

从祀。明正统瑒瑧间，以宋胡安国瑒瑨、蔡沈瑒瑩、真德秀瑓瑠、元吴澄瑓瑡从祀。

注　释

①汉安帝：即刘祜，公元１０６—１２５年在位。

②学：学宫，学校。

③颜子：指颜渊 （前５２１—前４９０），春秋末年鲁国人，名回，字子渊，孔

子学生。贫居陋巷，箪饮瓢食而不改其乐。孔子称赞其德行，说他 “不迁怒，

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后被尊为 “复圣”。

④贞观十一年：公元６３７年。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 （６２７—６４９）。

⑤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

名丘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相传曾著 《左传》，又传 《国语》也出自

其手。

⑥卜子夏 （前５０７—？）：春秋末晋国人，一说卫国人，卜氏，名商，孔子

学生。宣扬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提出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和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等观点。相传 《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

他传下来的。

⑦享：鬼神享用祭品。

⑧高宗：指唐高宗李治，公元６４９—６８３年在位。

⑨颜回：即前文所说的 “颜子”。

⑩曾参 （前５０５—前４３６）：春秋末年鲁国人，字子舆，孔子学生，以孝著

称。提出 “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认为 “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

的思想，提出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犯而校 （计较）”等主张。相传 《大

学》是他著的。后被世人尊为 “宗圣”。

瑏瑡闵子骞 （前５３６—前４８７）：春秋时鲁国人，名损。孔子学生。在孔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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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和颜渊并称。孔子曾说 “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瑏瑢冉伯牛 （前５４４—？）：春秋时鲁国人。冉氏，名耕。孔子学生。在孔门

中以德行著称。

瑏瑣仲弓 （前５２２—？）：春秋时鲁国人。冉氏，名雍。孔子学生。孔子曾称

许他的德行，并谓 “雍也可使南面 （言任诸侯治）。”

瑏瑤宰我 （前５２２—前４５８）：一名宰予。春秋时鲁国人，字子我。孔子学

生。以擅长语言著称。曾任齐临淄大夫。对孔子坚持 “三年之丧”的主张表

示怀疑。

瑏瑥子贡 （前 ５２０—？）：春秋时卫国人。端木氏，名赐。孔子学生。善辞

令。曾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历仕鲁、卫。聘问各国，与诸侯分庭抗礼。

瑏瑦冉有 （前５２２—前４８９）：春秋时鲁国人。冉氏，名求，字子有。孔子学

生。孔子称其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但又斥责他帮助季氏

“聚敛而附益之”。

瑏瑧季路 （前 ５４２—前 ４８０）：即子路。鲁国卞 （今山东泗水）人。仲氏，

名由。孔子学生。直爽勇敢。曾对孔子的 “正名”主张表示怀疑。孔子任鲁

国司寇时，他被任为季孙氏的宰 （家臣）。后任卫大夫孔悝的宰，在贵族内讧

中被杀。

瑏瑨子游 （前 ５０６—？）：春秋时吴国人。言氏，名偃。孔子学生。擅长文

学。曾为武城宰，提倡以礼乐为教，境内有 “弦歌之声”。转述孔子关于 “君

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论点。

瑏瑩次：在排列的次序上次一等。

瑐瑠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开元为唐玄宗李隆基年号。

瑐瑡伯：古爵位名。为五等爵的第三等。直至清，仍沿用。

瑐瑢神宗：指宋神宗赵顼。公元１０６７—１０８５年在位。

瑐瑣孟子 （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战国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

舆。邹 （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对儒学的影响很大，被

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 “亚圣”之称。著作有 《孟子》。

瑐瑤配食：配享。

瑐瑥韩愈 （７６８—８２４）：唐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 （今河南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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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人。自谓 “郡望昌黎”，世称 “韩昌黎”。贞元进士，历官国子博士、

刑部侍郎等职。其诗力求新奇，以文入诗，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较大。

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被列为

“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 《昌黎先生集》。

瑐瑦子思 （前４８３—前４０２）：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孔子之孙。相传

受业于曾子。他把儒家的道德观念 “诚”说成是世界的本原，以 “中庸”为

其学说的核心。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

派。子思因故被后世尊为 “述圣”。著有 《子思》２３篇，已佚。现存 《礼记》

中的 《中庸》《表记》《坊记》等，相传是他的著作。

瑐瑧理宗：指宋理宗赵昀。公元１２２４—１２６４年在位。

瑐瑨周颐 （１０１７—１０７３）： “”为 “敦”之误。北宋哲学家。字茂叔，

道州营道 （今湖南道县）人。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营道故居濂

溪以名之，后人乃称其为濂溪先生。他继承 《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

想，提出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其学说对以后理学发展有很大影

响。著作有 《太极图说》和 《通书》等，被后人编为 《周子全书》。

瑐瑩张载 （１０２０—１０７７）：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字子厚，凤翔县 （今陕

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曾任崇文院校书等职。讲学关中，其学派

被称为 “关学”。提出 “太虚即气”的学说，肯定 “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

由于 “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批判佛、道两家关于 “空”

“无”的观点。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部分，对明清之际王夫之有很大影响。他

在认识论上主张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在人性学说上提出 “天地之性”

和 “气质之性”对立的命题，在教育思想上强调 “学以变化气质”。著作有

《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编入 《张子全书》中。

瑑瑠程颢 （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

洛阳人。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在洛阳讲学十余年，弟子有 “如

坐春风”之喻。提出 “天者理也”和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

认为知识、真理的来源，只是内在于人的心中，“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为学以 “识仁”为主。他和弟程颐的学说后来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

学派。著作有 《定性书》《识仁篇》。

瑑瑡程颐 （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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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人。曾和兄程颢学于周敦颐，世称 “二程”。官至崇政殿说书。讲学三十

余年。其学以 “穷理”为主，认为 “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

理即万物之理”。这理 “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

道”，从而强调 “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著作有 《易传》《颜

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所编 《遗书》 《文集》 《经说》等，收入 《二程全

书》中。

瑑瑢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

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 （今属江西）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广注经典，

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

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

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著作有 《四书章句集注》 《周易本义》 《诗集传》

《楚辞集注》及后人编辑的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瑑瑣景定：宋理宗赵昀年号，公元１２６０—１２６４年。

瑑瑤张縂 （ｓｈì） （１１３３—１１８０）：南宋学者。字敬夫、乐斋，号南轩。张浚

之子，汉州绵竹 （今属四川）人。官至右文殿修撰。与朱熹、吕祖谦齐名，

时称 “东南三贤”。断言 “所谓礼者天之理”。为学主 “明理居敬”，认为 “居

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著作有 《南轩

集》。

瑑瑥吕祖谦 （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伯恭，学者称 “东莱

先生”，婺州 （州治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和朱熹、

张縂齐名。为学主 “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

浙东学派先声。著有 《东莱集》《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左传博议》等。编

有 《宋文鉴》《古文关键》等。

瑑瑦度宗：指宋度宗赵'

。公元１２６４—１２７４年在位。

瑑瑧孔? （ｊí）：即子思。

瑑瑨颛 （ｚｈｕāｎ）孙师 （前５０３—？）：即子张。孔子学生。提出 “士见危致

命，见得思义”的伦理观点，并主张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瑑瑩邵雍 （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隐居苏门山百源

之上，后人称他 “百源先生”。他根据 《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

教思想，虚构出一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以为他的象数之学 （也叫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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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 “太极”，亦即 “道” “心”；认为人类社会已盛

极而衰，从中国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等传说和一些历史现象出发，提出了 “皇、

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著有 《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

瑒瑠司马光 （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 （今属

山西）涑水乡人，人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追封温国公。历时１８年，撰成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遗著尚有 《温国文正

司马公集》《稽古录》等。

瑒瑡皇庆：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年号，公元１３１２—１３１３年。

瑒瑢许衡 （１２０９—１２８１）：宋元之际学者。字仲平，号鲁斋，河内 （今河南

沁阳）人。与姚枢、窦默等宣讲程朱理学。曾任京兆提学，于关中大兴学校。

官至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他说 “理”是事物的 “所以然”和 “所当然”，

前者叫 “命”，后者叫 “义”，均是人们 “穷理”的对象。著有 《鲁斋遗书》

等。

瑒瑣至顺：元文宗图帖睦尔、元宁宗懿瞞质班、元顺帝妥飀帖睦尔年号。此

处的 “至顺”不知何指。

瑒瑤絣 （ｃｈéｎｇ）国：古国名。絣也作盛、成。姬姓。始封之君为周文王子

叔武。在今山东宁阳东北。

瑒瑥邹国：古国名。本作邾，也称邾娄。传为颛顼后裔挟所立，曹姓。有今

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地。都于邾 （今山东曲阜南南陬村）。

瑒瑦董仲舒 （前１７９—前１０４）：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 （今河北

枣强东）人。专治 《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

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

使并进。”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学

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为

一体，形成封建儒学体系。体系的中心是 “天人感应”说，将天道和人道牵

强比附，企图论证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把封

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还提出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把人性分为

上、中、下三品的观点。在教育上，主张以教化为 “盽防”，立太学，设庠

序。著有 《春秋繁露》及 《董子文集》。

瑒瑧正统：明英宗朱祁镇年号。公元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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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胡安国 （１０７４—１１３８）：南宋哲学家。字康侯，建宁崇安 （今属福建）

人。曾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长于春秋学，撰有 《春

秋传》三十卷，往往借用 《春秋》议论政治。另撰有 《资治通鉴举要补遗》

等。

瑒瑩蔡沈 （１１６７—１２３０）：南宋学者。字仲默，建阳 （今属福建）人。隐居

九峰，学者称 “九峰先生”。曾师事朱熹，专习 《尚书》数十年。他用邵雍

《皇极经世》的 “先天数学”讲 《尚书·洪范》，认为天地、人物皆由数所派

生。著作有 《洪范皇极》《书集传》《蔡九峰筮法》等。

瑓瑠真德秀 （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南宋大臣、学者。字景元、希元，学者称 “西

山先生”。建州浦城 （今属福建）人。庆元进士。学术继承朱熹，与魏了翁齐

名。官至参知政事兼侍读。曾谓 “天下未尝有无理之器，无器之理”；“若舍

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著作有 《西山文集》《文章正宗》《大学衍

义》等。

瑓瑡吴澄 （１２４９—１３３３）：宋元之际学者。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

（今属江西）人。入元，官至翰林学士。学者称其草庐先生。为学折中朱熹、

陆九渊两派，而终近于朱。认为 “理在气中，原不相离”；而 “理”是 “气”

的主宰。认为为学至要在于 “心”， “学必以德性为本”，并推崇朱熹的 “格

物”和 “诚意”说。著作有 《老子注》《礼记纂言》。其中 《礼记纂言》凭己

意将 《小戴记》４９篇割裂颠倒，颇为后人所讥。

祭乐①自宋仁宗②始。诏上丁③释奠，设登歌④乐，但施于堂上，不设舞于

庭。至明，释奠用登歌，堂上堂下之乐始备；初舞用六佾⑤。成化中，以侍郎

周弘谟言，加八佾⑥、祭器、礼物。洪武三年⑦，更定正位：犊一，豕⑧一，

笾⑨、豆⑩各十，登瑏瑡一，
&

瑏瑢一，瑏瑣、簋瑏瑤各二，酒尊三，爵瑏瑥三。初，孔子

像设高座，器物陈座下，仪弗称瑏瑦，乃定为高案，笾、豆、、簋悉以瓷瑏瑧；

又肇定瑏瑨祀典山川、城隍瑏瑩等神，悉正封号。惟孔子尚仍旧称，四配以下亦无

改。至嘉靖九年瑐瑠，世宗瑐瑡用辅臣瑐瑢言，改正礼制，诏易瑐瑣 “大成至圣文宣王”，

号 “至圣先师孔子”；四配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十哲以下曰 “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曰 “先儒某子”。两庑黜瑐瑤申党、公伯

寮瑐瑥、秦冉瑐瑦、颜何瑐瑧、戴圣瑐瑨、荀况瑐瑩、刘向瑑瑠、贾逵瑑瑡、马融瑑瑢、何休瑑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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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瑑瑤、王弼瑑瑥、杜预瑑瑦、吴澄十四人，而进后仓瑑瑧、王通瑑瑨、胡瑗瑑瑩、欧阳修瑒瑠、

陆九渊瑒瑡五人；又退林放、蘧瑗瑒瑢、郑众瑒瑣、卢植瑒瑤、郑玄瑒瑥、服虔瑒瑦、范宁瑒瑧七

人，各祀于其乡；续进高堂生瑒瑨、毛苌瑒瑩、孔安国瑓瑠、杜子春瑓瑡、公羊高瑓瑢、谷

梁赤、伏胜瑓瑣、杨时瑓瑤、罗从彦瑓瑥、李侗瑓瑦、王守仁瑓瑧、陈献章瑓瑨、薛蠧瑓瑩、胡居

仁瑔瑠从祀，撤诸土像，易以木主瑔瑡。改大成殿曰先师庙，戟门曰庙门。笾、豆

各减其四，乐用六佾。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州官以下朝冠祭服，行三献礼瑔瑢。

祭品帛一、羊一、豕一、鹿一，祭器祝板瑔瑣一、爵三、登一、
&

二、二、簋

二、笾八、豆八。

注　释

①祭乐：祭祀天地、祖先、鬼神时所奏的歌乐。

②宋仁宗 （１０１０—１０６３）：即赵祯，公元１０２２—１０６３年在位。

③上丁：特指农历二月和八月上旬的丁日。 《礼记·月令》： “仲春之月

……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历代封建王朝尊孔，规定仲春 （二月）、仲

秋 （八月）上丁为祭孔之日。

④登歌：升堂奏歌。古代举行祭典、大朝会时，乐师登堂而歌。其所奏的

歌名 “登歌”。《周礼·春官·大师》：“大祭祀，帅瞽登歌。”郑众云：“登歌，

歌者在堂也。”

⑤六佾 （ｙì）：古代诸侯所用的乐舞。舞者分六列，每列六人，计三十六

人。《左传·隐公五年》：“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⑥八佾：佾，行列。八佾，古代天子所用的一种乐舞，排列成行，纵横均

八人，共六十四人。《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

二。”

⑦洪武三年：公元１３７０年。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⑧豕 （ｓｈǐ）：猪。

⑨笾 （ｂｉāｎ）：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果脯的竹器。形状像木制的豆。

⑩豆：古代食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用以盛食物，盛行于商周时期。

多陶质，又有木制涂漆豆和青铜豆。

瑏瑡登：祭器名。《诗·大雅·生民》：“?盛于豆，于豆于登。”《传》曰：

“木曰豆，瓦曰登。”

·４３１·



卷之二·建置志

瑏瑢(

（ｘíｎｇ）：古代盛羹的器皿。

瑏瑣 （ｆǔ）：古代食器。青铜制。长方形，器与盖的形状相同，可分置，

各有两耳。用以盛稷、稻、粱等。西周晚期开始出现，沿用到战国。也用作祭

祀器。

瑏瑤簋 （ｇｕǐ）：古代食器。圆口，圈足。无耳或有耳，方座，或有带盖的。

青铜或陶制。用以盛食物，盛行于商周时期。

瑏瑥爵：古代酒器。青铜制。有流、柱、)

和三足。用以温酒、盛酒。盛行

于殷、周。

瑏瑦仪弗称：礼节不合适。

瑏瑧悉以瓷：全部用瓷器。

瑏瑨肇定：始定。

瑏瑩城隍：道教所传守护城池的神。中国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 “池”，无水

的城堑为 “隍”，据说由 《周礼》蜡祭八神之一的水 （隍）庸 （城）衍化而

来。最早见于记载的为芜湖城隍，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 （２３９）；北齐慕容俨在

郢城 （今河南信阳县南）亦建有城隍神祠一所。唐代以来，郡县皆祭城隍。

后唐清泰元年 （９３４），封城隍为王。宋以后，奉祀城隍的习俗更为普遍。明洪

武三年 （１３７０），正式规定各府州县的城隍神并加以祭祀。

瑐瑠嘉靖九年：公元１５３０年。

瑐瑡世宗：指明世宗朱厚趈。公元１５２１—１５６６年在位。

瑐瑢辅臣：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阁臣。

瑐瑣易：更改。

瑐瑤黜：贬斥，废除。

瑐瑥公伯寮：春秋时鲁国人，字子周，孔子学生。

瑐瑦秦冉：字开，孔子学生。

瑐瑧颜何：字冉，孔子学生。

瑐瑨戴圣：西汉今文礼学 “小戴学”的开创者，字次君，梁 （郡治今河南

商丘）人；与叔父戴德同学 《礼》于后苍。宣帝时立为博士，参加石渠阁议，

世称 “小戴”。他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等的论述，编成 《小戴礼记》，即今

本 《礼记》。

瑐瑩荀况 （约前３１３—前２３８）：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名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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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游学于齐，后三为祭酒。继赴楚国，任兰陵令，著书终老其地。他批判、

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反对天命、鬼神迷信

之论，肯定了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提出了 “制王命而用

之”的人定胜天思想。其 《赋篇》对汉赋的兴起有所影响。著作有 《荀子》。

瑑瑠刘向 （前７７？—前６）：原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刘交四世孙，屡

任散骑谏议大夫、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 《别录》一书，

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书。另著有 《新序》 《说苑》 《列女传》 《洪范五行传

论》等。

瑑瑡贾逵 （３０—１０１）：东汉经学家、天文学家，字景伯，扶风平陵 （今陕

西咸阳西北）人。父徽，从刘歆学习 《左传》，又习 《古文尚书》《毛诗》。逵

悉传父业。曾任侍中及左中郎将等职。明帝时，利用朝廷尊信谶纬，上书说

《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章帝时，同治今文经学的李育辩难，提高了

古文经学的地位。又精通天文学，提出在历法计算中应按黄道来计量日、月的

运动。撰有 《春秋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

瑑瑢马融 （７９—１６６）：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季长，右扶风茂陵 （今陕

西兴平东北）人。曾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遍注 《周易》 《尚书》

《毛诗》《三礼》《论语》《孝经》，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生徒常有千

余人，郑玄、卢植均出其门。除注群经外，他还兼注 《老子》 《淮南子》。又

常设馆授徒，门人弟子众多。著作已佚，清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有

辑录。另有赋、颂等２１篇。

瑑瑣何休 （１２９—１８２）：东汉经学家，字邵公，任城樊 （今山东曲阜）人。

历任司徒、议郎、谏议大夫。钻研今文诸经，历１７年撰成 《春秋公羊解诂》，

为 《公羊传》制定 “义例”，说 《公羊传》有三科九旨，系统阐发 《春秋》

的 “微言大义”，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另撰有 《公羊墨守》 《左

氏膏肓》等，已佚。清王谟 《汉魏遗书钞》有辑本。

瑑瑤王肃 （１９５—２５６）：三国魏经学家，字子雍，东海 （郡治今山东郯城西

南）人。官中领军，加散骑常侍。曾遍注群经，不分今文、古文，对各家经义

加以综合。曾伪造 《孔子家语》等书，作为所撰 《圣证论》的论据，和郑玄

学派对立，称为 “王学”。所注 《尚书》《诗》《三礼》《左传》《论语》，在晋

代立有博士。各书均佚，清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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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王弼 （２２６—２４９）：三国魏玄学家，字辅嗣，魏国山阳 （今山东金乡

县）人。曾任尚书郎，少年即享高名。卒时年仅２４岁。好谈儒道，辞才逸辩，

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世称 “正始之音”。他认为 “道者

‘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

体，对 “道”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更从 “凡有皆始于无”，肯定名教 （有）

出于自然 （无）；用 “援老入儒”方式，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著作有 《周易

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

瑑瑦杜预 （２２２—２８４）：西晋将军、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 （今陕西西安

东南）人。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多谋略，时称

“杜武库”。撰有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春秋释例》及 《春秋长历》等。其

中 《集解》是 《左传》注释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种，被收入 《十三经注疏》

中。

瑑瑧后仓：西汉经学家。字近君，东海郡郯 （今山东郯城）人，治 《诗》

和 《礼》，武帝时立为博士。西汉授 《礼》的戴德、戴圣和庆普，都出于他的

门下。撰有 《后氏曲台记》，已佚。

瑑瑨王通 （５８４—６１７）：隋哲学家，字仲淹，门人私谥 “文中子”，绛州龙

门 （今山西河津）人。授徒于河、汾之间，有弟子多人，时称 “河汾门下”。

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著作有 《中说》，也称 《文中子》。

瑑瑩胡瑗 （ｙｕàｎ）（９９３—１０５９）：北宋初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

（今江苏泰州）人。世居陕西路的安定堡，学者称其安定先生。官至太常博

士。和孙复、石介提倡 “以仁义礼乐为学”。讲 “明体达用”之学，开宋代理

学之先声。著有 《论语说》《春秋口义》，已佚。

瑒瑠欧阳修 （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

居士，吉水 （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

忠。主张文章应 “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追求靡丽形式的文风表示不满，

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被

列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约瑰丽，

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 《新唐书》，并独撰 《新五代史》。有 《欧阳文

忠集》。

瑒瑡陆九渊 （１１３９—１１９３）：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子静，自号存斋，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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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金溪 （今属江西）人。曾结茅讲学于象山，世称 “象山先生”。官至奉议郎

知荆门军。其学与兄九韶、九龄并称 “三陆子之学”。提出 “心即理”说，断

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

即是宇宙”。认为 “心”和 “理”是永久不变的。其学说后由王阳明继承发

展，成为陆王学派。著作被后人编为 《象山先生全集》。

瑒瑢蘧 （ｑú）瑗：春秋时卫国人，字伯玉，卫大夫蘧庄子之子，谥成子。

孔子在卫，常住其家。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卫大夫史
*

（ｑｉū）知其贤，

屡荐于卫灵公，皆不用。

瑒瑣郑众 （？—８３）：东汉经学家，字仲师，河南开封 （今开封市南）人。

曾任大司农，世称 “郑司农”。传其父郑兴 《左传》之学，兼通 《易》《诗》，

明三统历。著作已佚。清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其 《周礼郑司农解

诂》６卷、《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一卷。

瑒瑤卢植 （？—１９２）：东汉涿郡涿县 （今属河北）人，字子。灵帝时历

任博士，九江、庐江太守。黄巾起义，他任北中郎将，率军前往镇压。后任尚

书，因开罪于董卓，被罢职。著作有 《尚书章句》《三礼解诂》，今佚。

瑒瑥郑玄 （１２７—２００）：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 （今属山东）人。

世称 “后郑”，以别于郑兴、郑众父子。曾入太学学今文 《易》和公羊学，又

从张恭祖学 《古文尚书》 《周礼》 《左传》等，最后学古文经。其聚众讲学，

弟子达数百千人。因党锢被禁，潜心著述，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

者，世谓郑学。今通行本 《十三经注疏》中的 《毛诗》 《三礼》注，即采郑

注。另注 《周易》《论语》《尚书》和纬书，又作 《发墨守》《箴膏肓》《起废

疾》以反驳何休。并撰 《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均佚。清袁钧 《郑氏佚

书》、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孔广林 《通德遗书所见录》及黄

《高密遗书》也有辑载。

瑒瑦服虔：东汉经学家，初名重，又名，字子慎，河南信阳人。曾任九江

太守。信古文经学，撰有 《春秋左氏传解谊》，以 《左传》驳难今文经学家何

休。

瑒瑧范宁 （３３９—４０１）：东晋经学家，字武子，南阳顺阳 （今河南淅川东）

人。曾任豫章太守。反对王弼、何晏的玄学，推崇儒学。撰 《春秋谷梁传集

解》１２卷，是今存最早的 《谷梁传》注解，被收入 《十三经注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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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高堂生：西汉今文礼学的最早传授者，字伯，鲁 （今山东曲阜一带）

人。专治古代礼制。今本 《仪礼》１７篇即出于他的传授。

瑒瑩毛苌 （ｃｈáｎｇ）：赵人。汉初博士，专治 《诗》。世称 “小毛公”。

瑓瑠孔安国 （前１５６—前７４）：西汉经学家，字子国。孔子后裔。武帝时任

谏大夫。相传他曾得孔子住宅壁中所藏古文 《尚书》，开古文尚书学派，但为

后世学者所怀疑。又传他有 《尚书孔氏传》，但被定为后人伪托。

瑓瑡杜子春 （约前３０—约５８）：东汉经学家，河南缑氏 （今河南偃师南）

人。曾传 《周礼》，以授郑众、贾逵。所注 《周礼》今佚，清人马国翰 《玉函

山房辑佚书》辑有 《周礼杜氏注》两卷。

瑓瑢公羊高：旧题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战国时齐人。相传是子夏的弟

子，治 《春秋》。

瑓瑣伏胜：西汉今文 《尚书》的最早传授者，济南 （郡治今山东章丘南）

人，字子贱。曾任秦博士。西汉的 《尚书》学者，均出于他的门下。今本今

文 《尚书》２８篇，即由他传授而存。

瑓瑤杨时 （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北宋学者，字中立，南剑州将乐 （今属福建）

人，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 “龟山先生”。先后学于程

颢、程颐，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主张 “致知必先于格物”，被学者奉为 “程

氏正宗”。著作有 《龟山集》。

瑓瑥罗从彦 （１０７２—１１３５）：南宋剑州人，字仲素，世称 “豫章先生”。从学

于杨时，为程颢、程颐再传弟子。著有 《遵尧录》《春秋指归》等。

瑓瑦李侗 （１０９３—１１６３）：南宋学者，字愿中，人称 “延平先生”，南剑州

剑浦 （今福建南平市）人。为学主 “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

象为如何”；肯定儒、佛、道等 “异端”的不同，在于掌握 “理一分殊”之

旨。其语录由门人朱熹编为 《延平答问》。

瑓瑧王守仁 （１４７２—１５２９）：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封

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世称 “阳明先生”。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

以对抗程朱学派。断言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心明便是天理”；否

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提出 “致良知”学说，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

生而具有的 “良知”。其学说在明代中期后影响很大，并流传至日本。著作由

门人辑成 《王文成公全书》３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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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陈献章 （１４２８—１５００）：明学者，字公甫，广东新会人，世称 “白沙先

生”，受学于吴与弼。在学术上继承陆九渊 “心即理也”的观点，认为宇宙只

是一理的表现，这理便是心。他说：“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

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著有

《白沙集》。

瑓瑩薛蠧 （１３９２—１４６４）：明河津人，字德温，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礼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治学宗程朱，以躬行复性为主。著有 《读书录》２０卷。

卒谥文清。

瑔瑠胡居仁 （１４３４—１４８４）：明学者，字叔心，号敬斋，余干 （今属江西）

人，一生以讲学为业。认为 “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

实也”。著作有 《居业录》。

瑔瑡木主：神主。用木为之，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木主制，一说方尺，一

说尺二寸；一说前方后圆，一说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

长尺。后世凡子孙祭祖先均用木牌为神主，也称牌位。

瑔瑢三献礼：古代祭祀天地、宗庙的礼节。《书·舜典》：“帝曰：‘咨四岳，

有能典朕三礼？”孔 《传》：“三礼，天、地、人之礼。”

瑔瑣祝板：古代祭祀时用以书写祝文的板。板，或作版。 《新唐书·礼乐

二》：“祝板，其长一尺一分，广八寸，厚二分，其木梓、楸。”清制，天坛祝

板用纯青纸朱书，地坛用黄纸黄缘墨书，日坛用朱纸朱书；太庙社稷中祀群祀

等用白纸黄缘墨书，或用白纸墨书。

本朝康熙二十五年①，用御史②许三礼条议③，将先儒周颐、张载、程

颢、程颐、朱熹、邵雍进为先贤。康熙二十七年④，钦定文庙礼制八笾八豆，

乐用六佾，选定乐舞生⑤四十八人，于春、秋二祭，歌章⑥舞羽⑦，以光祀典。

康熙四十四年⑧十二月初四日，奉文为圣道正际昌隆事，选充佾礼生⑨六十四

人，册报在卷，乐舞有加焉。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钦奉上谕⑩，朱熹木主

升配大成殿十哲之次，在左边第五位先贤卜子夏之下，西向设龛安置焉。

注　释

①康熙二十五年：公元１６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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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御史：官名。秦以前本为史官。汉代御史因职务不同，有侍御史、治书

御史等。明清设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职责。

③条议：大臣呈给皇帝条陈中的建议。条陈，是臣子上报给帝王分条陈述

意见的文件或奏折。

④康熙二十七年：公元１６８８年。

⑤乐舞生：明清时代举行郊社之祭及祀孔典礼中的乐生和舞生。明制初皆

以道童充任，后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清制，乐舞生于儒童、生员中挑选。

⑥章：音乐的一曲为一章，因以称诗歌的段落。

⑦羽：古代文舞所执的雉羽，因以为文舞的代称。《书·大禹谟》：“舞干

羽于两阶。”

⑧康熙四十四年：公元１７０５年。

⑨佾礼生：也称佾生、佾舞生、乐舞生，是清代孔庙中担任祭祀乐舞的人

员。通常由学政在不录取入学的童生中选充。文舞生执羽旄舞蹈，武舞生执干

戚舞蹈。

⑩上谕：帝王告臣民的文书。

祭　器　爵、
&

、、簋、笾、豆、香鼎、花瓶、烛台、云雷尊、牺尊、

象尊、壶尊、焚帛炉、奠酒池。

祭　品　香、烛、酒、牛、羊、豕、鹿、兔、绫、太羹①、和羹②、黍、

稷③、稻、粱④、形盐⑤、
'

鱼⑥、枣、粟、榛⑦、菱⑧、茨⑨、鹿脯、鮲菹⑩、

菁菹、芹菹、笋菹、醯醢瑏瑡、鹿醢、兔醢、鱼醢。

注　释

①太羹：不和五味的肉汁。古代祭祀时用。

②和羹：用不同调味品配制的羹汤。 《诗·商颂·烈祖》： “亦有和羹。”

郑玄 《笺》：“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诸侯有和顺

之德也。”

③稷：粟的别称，一说是高粱。

④粱：既指高粱，也指精美的饭食。这里应是前者。

⑤形盐：制成某种形状，供祭祀、待宾所用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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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藁鱼：藁，通 “槁”，干枯的意思。藁鱼，即干鱼或鱼干。

⑦榛 （ｚｈēｎ）：指榛树的果实。

⑧菱：菱角。

⑨茨：即蒺藜。其干果可入药，有疏肝、祛风、明目之功效。

⑩ 鮲菹 （ｚū）：用韭菜制成的腌菜。

瑏瑡醯醢 （ｘīｈǎｉ）：醯，醋；醢，用肉、鱼等制成的酱。

乐　器　麾幡①、应鼓②、鼗鼓③、笛、箫、搏附④、籾⑤、?⑥、编磬⑦、

编钟⑧、笙、排箫、琴瑟、諶⑨、埙⑩。

注　释

①麾幡：旌幡。

②应鼓：一种小鼓。堂上击拊，堂下击鼓以应，故名应鼓。

③鼗 （ｔáｏ）鼓：一种小鼓，如今之拨浪鼓。

④搏附 （ｆǔ）：“附”为 “ ”之误。简称 “拊”，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

皮制。

⑤籾 （ｚｈù）：也名 “蒫”，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雅乐开始时击之。其器

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籓之，令左右击。

⑥? （ｙǔ）：也名 “螩”，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周代已有，用于雅乐结

束时。《书·益稷》：“合止籾?。”孔颖达 《疏》：“乐之初，击籾以作之；乐

之将末，戛?以止之。”

⑦编磬：古代的打击乐器。把一系列石制或玉制的磬挂在木架上组成，用

小木槌击奏。各时代形制大小不一，枚数不同。

⑧编钟：古代的打击乐器。把一系列铜制的钟挂在木架上组成，用小木槌

击奏。各时代形制大小不一、枚数不同。

⑨諶 （ｃｈí）：同 “篪”，古代管乐器，以竹制成，单管横吹。

⑩埙 （ｘūｎ）：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故又称陶埙。也有用石、骨或象牙制

作的。有球状和椭圆形等数种，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现代的埙，有音孔五六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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佾　人①　红 袍、葵花绣补②、绿 带、时帽、火焰红铜镀金帽顶、满

靴。

注　释

①佾 （ｙì）人：即佾生。也称 “佾舞生” “乐舞生”。清代孔庙中担任祭

祀乐舞的人员。

②补：补子的简称。清代文官补服绣鸟，武官补服绣兽。

四配、十哲、两庑、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文昌阁、魁星楼，各用祭

器、羊、豕，丁日①祭之。

注　释

①丁日：指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四日。

文昌阁　魁星楼

各用祭器、羊、豕，丁日祭之。

社 稷 坛①

春、秋二仲月②上戊日③，以祀土神④、谷神⑤。周制：社⑥配勾龙⑦，稷⑧

配周弃⑨；社东稷西，俱北面。《礼器》⑩曰：“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其

礼仪度数，详见 《内典》瑏瑡。在州西一里。

注　释

①社稷坛：古代帝王、诸侯和州县祭土神、谷神之所，多为社、稷二坛，

也有合为一坛者。

②春、秋二仲月：指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和八月。

③上戊日：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五日。

④土神：土地神。汉王充 《论衡·解除》： “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

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 ‘解土’。”

⑤谷神：五谷之神。 《礼记·祭法》： “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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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⑥社：祀社神 （土神）之所。

⑦勾龙：“勾”本作 “句”，故勾龙即句龙。句龙是人名，相传为共工之

子，能平水土，后代因祀为后土之神。

⑧稷：祀五谷之神的处所。

⑨周弃：指周人的始祖弃。

⑩ 《礼器》：《礼记》中的篇名。

瑏瑡 《内典》：佛教名词，佛教徒自称佛教典籍为 “内典”。此处的 “内典”

与佛教无关，所指不详。

风云雷雨山川坛

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以祀风云雷雨山川之神。《祭法》曰：“山林、川

谷、丘陵能兴云雨、见怪物，皆曰神。”周制：大宗伯①以醮燎②祀风师③、雨

师④。唐天宝五载⑤，诏诸郡祀雨师与雷师⑥，同坛。明洪武初，令各郡、县祀

风云雷雨及本境内山川，同坛。见 《会典》⑦。《礼器》⑧曰：“山川，所以傧⑨

鬼神也。”在州南一里。

注　释

①大宗伯：即宗伯，官名。在 《周礼》中为春官，辅佐天子掌管宗室之

事。春秋时鲁国设置，掌管宗宙祭祀等礼仪。后世以大宗伯为礼部尚书的别

称。

②醮燎：一种祷神的祭礼，后来专指僧道为禳除灾祸而设的道场。

③风师：即 “风伯”，神话中的风神。 《风俗通·风伯》： “飞廉，风伯

也。”《独断》：“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

④雨师：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雨之神。《风俗通》卷八以元 （玄）冥为雨

师。而另有典籍以毕宿、屏翳为雨师。

⑤唐天宝五载：公元７４６元。天宝为唐玄宗李隆基年号 （７４２—７５６）。

⑥雷师：即 “雷公”，古代神话中的司雷之神。 《楚辞·离骚》洪兴祖

《补注》：“轩辕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师，丰隆也。”

⑦ 《会典》：记载一个朝代官署职掌制度的书。源出于周官 （周礼），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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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拟而作唐 《六典》。明清改称 “会典”。这里的 “会典”，应指明代的 《会

典》。

⑧ 《礼器》：这个说法有误，应是 《礼记·礼运》

⑨傧 （ｂīｎ）：敬。

厉　坛①

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以祀无祀鬼神②。《祭法》曰：“鬼无

主③，其气未散，能为厉④，故祀之。”《传》曰：“鬼有所归，乃⑤不为祟⑥。”

洪武初，令有司⑦三时⑧祭无祀鬼神。见 《会典》。在州北半里。

注　释

①厉坛：祭祀恶鬼的坛。

②无祀鬼神：未被人们祭祀的鬼神，或者没有享受祭祀的鬼神。

③鬼无主：主，为逝者所立的牌位。鬼无主，鬼没有牌位。

④厉：祸患。

⑤乃：才。

⑥崇：鬼怪出而祸害人。

⑦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

⑧三时：应指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

八　蜡① 庙

上戊日以祀先农②、司啬③、百种④，飨农⑤、邮⑥表⑦蠸⑧、禽兽⑨、坊⑩与

水庸瑏瑡。又曰：“伊耆氏瑏瑢始为蜡。蜡者，索瑏瑣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享

之也。”尧称伯耆氏瑏瑤，其神有八，故曰 “八蜡”。见 《郊特牲》。郡县旧无，

万历二十一年瑏瑥，始为庙以祀之。在州西郭内。

注　释

①八蜡 （ｚｈà）：蜡，周代祭名，于每年十二月农事完毕后举行的祭祀。八

蜡一是先啬，祭神农；二是司啬，祭后稷；三是农，祭古时田官之神；四是邮

表蠸，祭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之人；五祭猫虎，因其吃野鼠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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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了禾苗；六坊，祭堤防；七水庸，祭水沟；八祭昆虫，以免虫害。

②先农：古代传说中最先教民耕种的人，祀之以为神。有神农氏、后稷、

炎帝三说。

③司啬：啬通 “穑”。司啬，最初发明耕作的人，相传尧时后稷始作稼

穑，故以后稷为司啬。《礼记·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

④百种：各种农作物。

⑤农：古时田官之神。

⑥邮：田间的房舍。这里意为始创田间房舍的人。

⑦表：标志，标记。这里指在田间树立标记的人。

⑧蠸 （ｚｈｕó）：田间的小道。这里意为初开道路的人。

⑨禽兽：指野生的飞禽走兽，主要指猫、虎。

⑩坊：防水的堤防，通 “防”。

瑏瑡水庸：水沟。《礼记·郊特牲》：“祭坊与水庸，事也。”《注》：“水庸，

沟也。”《疏》：“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

瑏瑢伊耆氏：即伊耆，古帝名。《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北齐

熊安生和南朝梁皇侃均说，伊耆即神农。

瑏瑣索：得。

瑏瑤尧称伯耆氏：《史记·五帝本纪》：“（伊祁）帝尧者。”《索引》：“姓伊

祁氏。” 《帝王世纪》诸书谓帝尧姓伊祈，以伊耆氏为帝尧。所以，这里的

“尧称伯耆氏”为误写，应写作 “尧称伊耆 （伊祁、伊祈）氏”。

瑏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１５９３年。

城 隍 庙

陈仓①人张龙者，有功于陇，民用德之②。洪武初，录其功。无嗣可荫③，

因以封城隍神，令有司到任誓于庙，朔④、望⑤行香。见 《孤树裒谈》⑥及 《会

典》。肇封在八月初二日，故是日⑦民间亦赛祷⑧焉。在州治东。

注　释

①陈仓：古县名，秦置，因山得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唐至德二

载 （７５７）改名宝鸡，现在是宝鸡市所辖的一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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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民用德之：民用，民之财用，民之器用；德之，得恩惠于他。民用德

之，老百姓在财用和器用方面得恩于他。

③无嗣可荫：没有后代可以庇荫。

④朔：阴历每月的初一。

⑤望：阴历每月的十五日。

⑥ 《孤树裒谈》：明李默撰，十卷。书中著录明代事迹，自洪武到正德，

所引用书目凡３０种，例则编年，体则小说。是一本笔记小说的合集，其中许

多是常见的关于明朝史实的史料笔记。全书以时间为序，将各书内容加以综合

整理，而真正出于作者自己的见解并不多。

⑦是日：这一天。指阴历八月初二日。

⑧赛祷：赛，旧时祭祀酬神之称。赛祷，祭祀城隍神祷告祈福。

安佑侯庙

州署后。《一统志》：“唐大历二年①，故郡垒②艰于得水，苟氏献地，因迁

其城于此，故立祠祀之，有祷屡应。”宋封 “灵义侯”，赐庙额曰 “安佑”。庙

圮基废。今州署大门内土地祠，即苟氏灵义侯。血食③不绝，足征④功懋⑤者

报⑥必远也。

注　释

①唐大历二年：公元７６７年。大历为唐代宗李豫年号 （７６６—７７９）。

②垒：大城附近的堡寨。

③血食：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故名。在这里，“血食”意为 “享受

祭祀”。

④征：证明。

⑤懋 （ｍàｏ）：盛大。

⑥报：为报恩而举行的祭祀活动。

关 圣 庙

州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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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王 庙

州治南街。

火 神① 庙

州南门左。

东 岳 庙

州西二里。元末毁，惟存石记。洪武十四年②，知州王执中③创立。

注　释

①火神：即火祖。传说中最早的火神，即祝融和阏伯。《汉书·五行志》：

“帝喾则有祝融，尧时有阏伯，民赖其德，死则以为火祖，配祭火星。”

②洪武十四年：公元１３８１年。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③王执中：明洪武中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任陇州知州。

神 女 祠

州西十五里有镇，曰 “神泉”。昔之源县西北隅有祠在焉。神为汉司

空①张鲁女与海龙大姑、七里殿三姑兄弟也，血食于兹。岁时祈祷，灵应如飨。

神宇之西十步许，泉窦澄泓。欲验祈祷，投楮②其中，精诚则其没如石③，否

则浮游终月不下。元经略使④穆衍有诗 （城隍庙以下不载祀典，祭无经制⑤。

另备祭品，随戊⑥以祭。民则岁时祈祷，义所不禁）。

注　释

①司空：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时沿置，掌管工程。西汉成帝时，改

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后世用作工部尚书的别称。

②楮 （ｃｈǔ）：即 “构”。其皮可制纸，因为纸的代称。故这里的 “楮”代

指纸。

③没如石：像石块一样沉到泉底。

④经略使：也称 “经略”，官名。唐于边州置经略使。宋有经略安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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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职位高于总督。清中叶后不设。

⑤经制：制度。

⑥戊：戊日。

西 镇 庙

州南七十里，在吴山之麓。自唐、宋及金、元各有修建。明洪武十二年①

降敕②增修，轮奂③一新；遣官颁赐真金香盒一座，明④一斤一两，有司祭服

二副。永乐二年⑤，仍奉敕修举。正统五年⑥灾，知州张⑦重建。永乐而后，

列圣登极⑧，皆遣重臣于本庙致祭；有司春、秋修其常祀。国朝典礼如之⑨。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皇上六旬圣寿，特遣内阁侍读学士⑩查弼纳赍文瑏瑡

致祭。知州罗彰彝修庙建碑。

注　释

①洪武十二年：公元１３７９年。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②降敕：皇帝降下诏书。

③轮奂：形容房屋高大众多。

④明：同 “朱”，指朱砂；明指明矾 （白矾）。

⑤永乐二年：公元１４０４年。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

⑥正统五年：公元１４４０年。正统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

⑦张：正统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中任陇州知州。

⑧列圣登极：列圣，指永乐之后的明代历任皇帝；登极，登上皇位。

⑨如之：和明代的典礼一样。

⑩侍读学士：官名。唐代有集贤殿侍读学士。宋置翰林侍读学士。明清沿

置翰林院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清制另于内阁置侍读学士，掌典校，与翰林官

有别。

瑏瑡赍 （ｊī）文：赍，带着。赍文，带着祭文。

州治西有吴岳庙，系万历三十九年①建。顺治十七年旱，知州黄云蒸祷雨

有应，即祀之于州。凤翔府太守项始震②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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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万历三十九年：公元 １６１１年。万历为明神宗朱翊钧年号 （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

②项始震：湖广麻城人。进士，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任凤翔知府。

论曰：礼莫重于祭。故 《记》①曰： “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

之；以死勤事②，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③大

患，则祀之。非此族④也，不在祀典。”而陇境每多淫祀⑤，何哉？盖习俗信

巫，其民有疾，辄⑥祷于所在淫祠⑦，祭无常时，品无常数，而茫乎若迷，不

知祀典之正故也。三代⑧以来，自社稷而下，或有功德于万世与有功德于一方，

皆得食于其土，其用意至深远矣。若文庙之享，至今上⑨而礼乐始大备。于

戏⑩！盛矣哉！

注　释

① 《记》：疑指 《礼记》。

②死勤事：因尽力于帝王之事而死。

③捍：抵御。

④非此族：不属这一类的。

⑤淫祀：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

⑥辄：意如 “即”。

⑦淫祠：不在祀典的祠庙。

⑧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⑨今上：指修志时的皇帝，即康熙皇帝。

⑩于戏：叹词。

仓　　储

预备仓　州治内东。地处洼下，廒①复卑②湿，谷多霉烂，历任苦累。知

州罗彰彝重修，底铺木板，上起气楼，旁开风窗，中竖气笼，遂无蒸郁③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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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雨后，必加阅看。惟春初，恒④宜启视之。司仓者⑤慎诸⑥。

注　释

①廒 （áｏ）：本作 “敖”，又写作 “鯪”，指仓房。秦汉魏时在敖山 （今河

南信阳北）上置谷仓，名敖仓。后世因称仓为 “敖”。

②卑：地势低凹。

③蒸郁：腐气升腾。

④恒：经常。

⑤司仓者：看管仓廒的人员。

⑥诸：犹 “之”。

天字廒　四间。

地字廒　五间。

元字廒　四间。

以上系东仓。

广字廒　五间。

洪字廒　二间。

宙字廒　三间。

以上系西仓。

新丰廒　三间。

新亨廒　三间。

新豫廒　三间。

以上系南仓。

黄字廒　三间。

宇字廒　三间。

日字廒　三间。

以上系北仓。

廒神①祠　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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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廒神：掌管仓廒的神。

养　济　院

养济院房：州城北巷内。每季终，按名散给口粮。冬则加以布、花。

漏　泽　园①

漏泽园池：州治东一里。

注　释

①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因战乱死亡的人的尸体无人认领或家贫无葬地
者，由官家丛葬，其葬地称漏泽园。制起于宋，或说起于东汉。

关　　梁

陇　关　州东曰函谷①，西曰陇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

注　释

①函谷：指函谷关。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战国秦置。新函谷关在
今河南新安东，东汉中平元年 （１８４）置。

白岩、石险、青崖三关　州西北四十里。通固原、宁夏。

大宁旧关　州西五十里。近水之源。

故　关　州西七十里。

咸宜关　州西四十里。正统间，凿山开道以通秦凤。视他关，最不易逾。

流渠桥　成化①间修。

关山桥　旧四桥，今只头桥、二桥、三桥。林壑幽邃，清流湍激①。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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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倦。

八渡峡石桥　凿石作浮桥。中有石碑，书 “爱育黎首②，臣伏戎羌③”八

字。年号销磨，未详。

注　释

①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公元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

②黎首：黎民百姓。

③戎羌：戎，古族名，殷周有鬼戎、西戎等。春秋时有己氏之戎、北戎、

允姓之戎、犬戎、伊洛之戎、骊戎、戎蛮七种。秦国西北有狄錶絡冀之戎、义

渠之戎、大荔之戎。战国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羌，古族名，秦汉时有先

零、烧当、广汉、武都等部，魏、晋、南北朝、唐、宋间又有宕昌、邓至、白

兰、党项等部。在这里，“戎羌”指戎族和羌人曾经聚集的地区。

铺　　舍

在城铺

"

沟铺　州东十里。

凉泉铺　州东三十里。

川口铺　州东四十里。

辛平铺　州北二十里。

金斗铺　州北四十里。

白崖铺　州北五十里。

麻坊铺　州西二十里。

流渠铺　州西三十里。

咸宜铺　州西四十里。

头桥铺　州西五十里。

焦家铺　州西七十里。

捉驼铺　州西八十里。

分水岭铺　州西一百里。

杨家铺　州西一百一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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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寨铺　州西一百一十里。

共十五铺①。其道路里数，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内钦差钦天监②监副双德、

西洋进士汤麦莅陇，丈量道路，绘画舆图，知州罗彰彝同督清丈。用旗以识③

道、里，用锣以明进止，用绳以较④丈、尺，按西洋算法以定其里数，跬⑤步

无差，汇册呈进。

注　释

①共十五铺：此处误计，应为十六铺。

②钦天监：官署名，掌管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明清时期的钦天监，

设监正、监副等官。清制，汉、满并用，也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参加。

③识 （ｚｈì）：标记。

④较：考校。

⑤跬 （ｋｕǐ）：古时称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故半步叫

跬。

寺　　观

兴国寺　州治西。元至正元年①建。顺治十四年②，镇守张光祖重修。

注　释

①至正元年：公元１３４１年。至正为元顺帝孛儿只斤·妥飀帖睦尔年号。

②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顺治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

开元寺　州北一里，有木塔七级，高伟壮丽，一州巨观。堪舆家①言：

“州城东南北水、北河诸流环绕，有船浮水面之象。”故建塔作镇以系之。

唐开元年②建，皇统年③修，宣德八年④重修。顺治十八年，关西道参政李月桂

捐修。有记。

注　释

①堪舆家：风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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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７１３—７４１。

③皇统：金熙宗年号，公元１１４１—１１４９。

④宣德八年：公元１４３３年。宣德为明宣宗朱瞻基年号 （１４２６—１４３５）。

龙眼寺　州东一十五里。山脊之南傍有二泉，若龙之眼。相传唐鄂国公尉

迟敬德①建。弘治间重修。

注　释

①尉迟敬德 （５８５—６５８）：即尉迟恭，唐初大将，朔州善阳 （今山西朔

县）人。历任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等职。晚年笃信方术，杜门不出。

白马寺　南关外，唐开元中建。景泰五年①、正德十二年②修③。

注　释

①景泰五年：公元１４５４年。景泰为明代宗朱祁钰年号 （１４５０—１４５６）。

②正德十二年：公元１５１７年。正德为明武宗朱厚照年号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③修：重修。

觉皇寺　神泉镇①，唐开元间建。

注　释

①神泉镇：即今陇县城关镇所辖的神泉村。

铁佛寺　香泉①巡检司②傍，内有铁佛一尊。寺有二：上曰 “惠力寺”，下

曰 “永福院”。宋咸平③建；元四年④重修。

注　释

①香泉：即今宝鸡市陈仓区所辖的香泉镇。

②巡检司：巡检官办事的官署。明清时，凡市镇、关隘等处均设巡检分

治，为县令的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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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咸平：宋真宗赵恒年号，公元９９８—１００３年。

④元四年：公元１０８９年。元为宋哲宗赵煦年号 （１０８６—１０９４）。

清凉寺　州西北四十里。青崖山之巅。僧照慧重修。

槐平寺　州东北七十里。槐平山右。

万峰寺　州东南六十里。官村镇上。

蝉山寺　州西南六十里。蝉耳山左。

方山寺　州东南七十里。方山绝顶。

白云寺　州东南四十里。梨林里内。

大佛寺　咸宜关①道上。

慈恩寺　州南八里。在东兴②沟。

注　释

①咸宜关：即今陇县曹家湾镇所辖的咸宜关村。

②东兴：即今陇县东南镇所辖的东兴村。

中山寺　州西北五十里。尖山崖之半峰。

玉皇阁　州西北六十里。龙门洞下。

混元宫　州西北六十里。景福山顶。

上清观　州西北五十里。在火烧寨①。

长春观　州治东。传为贺仙姑成仙处。刘太乾重修。

全道庵　州东三十里。元宪宗②时建。有记存。

注　释

①火烧寨：即今陇县温水镇所辖火烧寨社区的火烧寨村。

②元宪宗：指蒙古汗国宪宗孛儿只斤·蒙哥 （１２０９—１２５９）。当时蒙古政

权尚未改国号为 “元”，但在 《元史》中称为宪宗。

元都万寿宫　州西一里。宋建。绍兴①间，道士丹阳者居之。正德十年②

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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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

②正德十年：公元１５１５年。正德为明武宗朱厚照年号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凝阳万寿宫　州东二里，元至元①建，正德②间重修。

注　释

①至元：既是元世祖忽必烈年号 （１２６４—１２９４），也是元顺帝妥飀帖睦尔

年号 （１３３５—１３４０）。这里的 “至元”不知确指。

②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公元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

论曰：古者建邦置郡，奠①元元②也。故高城深池，民所与居守也；廨署③

而官莅之，悬书布令，齐一④民志也；圜桥璧水⑤，师与官联，风之本而化之

原也；胪列⑥祠祀，治民事神，政之纪⑦也。他如仓储以备荒歉⑧，广济以慰茕

独⑨，学田义社⑩以育材，关梁瑏瑡道途以怀远，规制厘然瑏瑢、何其备也。至夫瑏瑣

仙宫梵宇瑏瑤，乃狄梁公瑏瑥所欲奏而毁之者，固不足系重轻。而迁客骚人瑏瑦俯焉仰

焉、游焉息焉，凭眺之余，或亦可以稍遣其羁旅之思瑏瑧也乎！

注　释

①奠：安置；定。

②元元：庶民，民众。

③廨署：官署，旧时官吏办公处所的通称。

④齐一：统一。

⑤圜桥璧水：圜桥，疑是 “圜土”之误，“圜土”指监狱。璧水，本义指

太学，宋吴自牧 《梦粱录》卷十五 《学校》谓 “古者天子有学，谓之 ‘成均’

……亦谓之 ‘璧水’。”在这里，“璧水”泛指学校。

⑥胪 （ｌú）列：陈列

⑦纪：道，纲纪。

⑧荒歉：五谷不熟，庄稼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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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茕 （ｑｉóｎｇ）独：“茕”指没有弟兄的人。茕独意如 “鳏寡孤独”。

⑩义社：慈善团体。

瑏瑡关梁：关隘桥梁。

瑏瑢厘然：井然有序。

瑏瑣至夫：至于。

瑏瑤仙宫梵宇：仙宫，道教庙观；梵宇，佛教寺院。

瑏瑥狄梁公：指唐代的狄仁杰。狄仁杰被唐睿宗追封为 “梁国公”。

瑏瑦迁客骚人：迁客，流迁或被贬谪到外地的官员；骚人，文人墨客。

瑏瑧羁 （ｊī）旅之思：在外作客之人于旅途中产生的情思或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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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卷之三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田　赋　志

任土作贡①，则式有常②； 《洪范》③八政④，食货⑤居先，而正供、杂课⑥

名、额亦日滋⑦矣。邮递、动费⑧、饷需⑨、物产有资利用，皆与国赋⑩相关。

存心抚字瑏瑡者，慎作于凉。瑏瑢为志田赋。

注　释

①任土作贡：任土，根据土地具体情况，制定田赋；作贡，向上贡献粮、
物。《书·禹贡》：“任土作贡。”《疏》曰：“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

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

②则式有常：法则是恒久的。

③ 《洪范》：《尚书》篇名，旧传为商末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 “天地之大

法”，近人或疑为战国时期的作品。文中提出帝王统治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

原则，分为九类。认为龟筮可以预卜人事吉凶祸福，国家的治乱兴衰能影响气

候的变化，后成为汉代 “天人感应”等神学迷信的理论根据。但其中以水、

火、金、木、土 “五行”来解释自然现象，含有些许朴素唯物主义因素。

④八政：古代的八种政事，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⑤食货：《汉书·食货志》：“《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
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

也。二者生民之本。”

⑥正供、杂课：正供，法定的赋税。杂课，同 “杂税”，也称杂征、 “杂

赋”，是对正税以外一切苛细税收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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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滋：增益，加多。

⑧动费：劳动费用。

⑨饷需：军粮之所需。

⑩国赋：国家法定的赋税，意同 “正供”。

瑏瑡抚字：抚养爱护。

瑏瑢慎作于凉：凉在这里可理解为 “薄德”。慎作于凉，意为 “谨慎作为，

积点薄德”。

里　　甲①

编户二十八里，廓下里、附阳里、温泉里、麻坊里、神寨里、咸宜里、故

关里、辛平里、平水里、金斗里、兴贤里、富民里、槐平里、杜阳里、东凉

里、西凉里、凉泉里、凉甫里、南原里、梨林里、宫平里、泽川里、稠桑里、

甘泉里、赤沙里、香泉里、白崖里、龙泉里。

注　释

①里甲：是明代州县统治的基层单位。以邻近的１１０户为一里，从中推丁

多田多的１０户轮流充当里长；余１００户分１０甲，每甲１０户，轮流充当甲首。

户　　口

原额户丁一千七十户。内除故绝、逃亡户丁五百九十户，实在户丁四百八

十户。原额人丁三门九则①不等。共折下下丁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三丁，银五千

九百七十二两八钱二分四厘二毫九丝②。内除逃亡丁二万九千五百五十一丁，

银四千六百九十四两一钱三分七厘九毫八丝八忽③六微④九纤⑤。

注　释

①则：等第，等次。

②丝：一种计算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十丝为一毫。

③忽：古代的长度单位，十忽为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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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微：小数名。其长度为一寸的百万分之一，圜度为一秒的六十分之一。

⑤纤：计量单位，十沙为一纤。

康熙五十年①，编审实在丁八千一百三十六丁，征银一千二百六十一两九

钱三分四厘一丝一忽三微一纤；优免丁一百六丁，征银一十六两七钱五分二厘

二毫九丝，二项实在丁八千二百四十二丁，征银一千二百七十八两六钱八分六

厘三毫一忽三微一纤。遇闰②加银六十两二钱六厘四毫。

注　释

①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

②遇闰：遇到闰年。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钦奉恩诏：“海宇承平①已久，户口日繁，地亩

并未加广，宜施宽大之恩，共享恬熙②之乐。嗣后③，直隶④及各省地方官遇编

审之期，察出增益⑤人丁，止⑥将实数另造清册奏闻。其征收钱粮，但据康熙

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钦遵在案。”

注　释

①海宇承平：海宇，宇内、国境之内；承平，相承平安，社会秩序长期安

定。

②恬熙：平安。

③嗣后：随后。

④直隶：旧省名。清初以南直隶为江南省，北直隶为直隶省。

⑤增益：增加。

⑥止：只，仅。

田　　粮

原额六等。共地一万四千七十六顷七十三亩五分三厘五毫二丝，粮一万四

千七百三十五石①八升五合②四勺③，征银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一两二钱一分八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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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丝二忽五微五纤二渺④。内除荒免地一万一千一十五顷七十四亩三分一厘六

毫二丝，粮一万一千九十六石二斗⑤六升一合二勺五抄⑥五撮⑦六圭⑧六粟⑨二

粒⑩七糠瑏瑡，征银一万四千八百五两八钱五分六厘六毫三丝八忽八微八纤六尘瑏瑢

一渺一漠瑏瑣六沙瑏瑤四洙瑏瑥。止实熟并节年招垦共地三千六十顷九十九亩二分一厘

九毫，粮三千六百三十八石八斗二升四合一勺四抄四撮三圭三粟七粒九颗瑏瑦三

糠，征银四千八百五十五两三钱五分四厘二毫四丝三忽六微六纤四尘八漠三沙

六洙；停免粮征银一百二十一两六钱八分八厘四毫九丝四忽，二项共征银四千

九百七十七两四分二厘七毫三丝七忽六微六纤四尘八漠三沙六洙。遇闰加银七

十五两一钱五分八厘一毫九丝四忽三微九纤二尘九渺七漠。

注　释

①石 （ｄàｎ）：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②合：容量单位。十合为一升。

③勺：容量单位。一百勺为一升。

④渺：非计量单位。

⑤斗：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

⑥抄：古量名。《孙子算经》：“十撮为一抄。”

⑦撮：容量单位。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

⑧圭：容量单位。一升的十万之一为一圭。

⑨粟：容量单位。六粟为一圭。

⑩粒：量词。凡细小之物，常以粒计。

瑏瑡糠：非计量单位。

瑏瑢尘：容量单位。极小的计量单位。 《周髀算经·小数》： “纤，十沙；

沙，十尘。”

瑏瑣漠：非计量单位。

瑏瑤沙：容量单位。十沙为一纤。

瑏瑥洙：非计量单位。

瑏瑦颗：量词。多作圆形或粒状物的量词。

原额均徭银五千一百九十六两四钱四分八厘八毫八丝六忽六微。内除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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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四千七十九两九钱一分二厘三毫三丝二忽五纤九尘，实征银一千二百五十四

两一钱九分五厘九毫六丝一忽一微八纤八渺一漠七沙二洙。遇闰加银一十九两

四钱一分四厘九毫五丝四忽六微五纤。

更　名①

（旧韩藩、郑藩地，今编入里甲，曰 “更名”。韩地为东更名，征 “折色

银”；郑地为西更名，征 “本色粮”）校丁三丁。每丁征银一钱二分，共征银

三钱六分。东更名原额地一十二顷二十亩六分九厘九毫，粮四十五石五斗六升

八勺六抄五撮八圭。内除荒地五顷九十五亩九分三厘，粮二十石二斗六升一合

七勺二抄。止实熟地六顷二十四亩七分六厘九毫，粮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九合一

勺四抄五撮八圭，实征折色银四十三两七钱二分三厘六毫二丝八忽二微一尘。

西更名原额地三十八顷九十八亩五分六厘九毫，粮三百石四斗六升七合七

勺六抄五撮。内除荒地二十二顷一十亩九分二厘六毫九丝，粮一百二十七石三

斗二合八勺二抄三撮四圭五粟七粒。止实熟地一十六顷八十七亩六分四厘二毫

一丝，实征本色粮一百七十三石一斗六升四合九勺四抄一撮五圭四粟三粒。

注　释

①更名：清代民田的一种，也作更民田、更民地、废藩田。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颁诏，将明代宗藩所遗田地改归民户所有，耕田者向所在州县缴纳赋

税。

军　屯

凤翔千总所①粮归并入州。原额地五十二顷二十九亩二分二厘，粮二百六

十七石七斗二升五合五勺。内除荒地四十一顷一十九亩一分二厘，粮二百五石

三斗四升五勺。实熟地一十一顷一十亩一分，实征粮六十二石三斗八升五合。

注　释

①千总所：“千总”是官名。清代绿营军制，守备以下有营千总。“千总

所”是千总办公的处所。

·３６１·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长宁驿百户所①粮归并入州。原额地一百八十八顷六十一亩七分三厘三毫，

粮七十七石一斗一升九合。内除荒地一百七十四顷六十一亩七分三厘三毫，粮

五十九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七抄。实熟地一十四顷，粮一十七石四斗五升五合

二勺三抄；历年新垦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粮一石五斗八升六合八勺二抄九撮

九圭，共实熟地一十五顷二十三亩六分，粮一十九石四升二合五抄九撮九圭。

注　释

①百户所：“百户”是官名，为 “百夫之长”，隶属于千户，是百户所的

长官。“百户所”是百户办公机构。

学　田

原额地九十七亩四分八厘二毫，征租银六两三钱六分八厘三毫一丝。内除

荒地八十一亩四分八厘二毫，租银五两三钱一分八厘三毫一丝。实熟地一十六

亩，租银一两五分。

庙　粮

吴山，原额地二百五十四顷七十八亩五分，粮九十五石七斗三升四合；历

年额外新垦地五十四顷二十二亩，新增粮二十石三斗五升，共实熟地三百九顷

五分，粮一百一十六石八升四合 （收贮吴山庙官仓，为修、祀之用）。

盐　　课

原额盐课纸销共银五百八十五两八钱七厘七毫五丝。顺治十四年①，奉文

裁去盐课纸销银三百五十两四分七厘。止实征盐课银二百三十四两，纸销银一

两七钱六分七厘。

注　释

①顺治十四年：公元 １６５７年。顺治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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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课

课程银①一十两七钱二厘五丝。遇闰加银八钱九分一厘八毫三丝七忽五微。

注　释

①课程银：清代农村集市中若干杂税称 “课程”。课程银是征收这些杂税

所得的银两。

匠价银①二十五两二钱四分五厘。遇闰加银二两一钱三厘七毫五丝。

注　释

①匠价银：对工匠征收的代役金。

牙帖银①一十八两。

注　释

①牙帖银：旧时政府对牙行或牙商征收的税金。

税契银①二两八钱八分。遇闰加银四钱九分五厘。

注　释

①税契银：即契税银。

牲畜税银二十五两二钱九分三厘。遇闰加银一两七钱五分五厘。

药味解本色羌活二十斤。今解折价银一两。

关山商税银二百九十七两三钱三分。遇闰加银一十八两三钱三分。

均粮清丈地界

本州东至阳县，坐落安化铺①。江字号丈官刘文通等丈勘。与本州民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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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厚等地为界。

注　释

①安化铺：址在今陕西省千阳县水沟镇所辖的安化村。

本州西至清水县，坐落唐家河①。春字号丈官张邦政等丈勘。与韩府官地

为界。

注　释

①唐家河：即今陇县固关镇所辖的唐家河村，与甘肃省华亭县上关镇的麻

安社区相邻。

本州南至渭河，坐落硖窝沟。南字号丈官王官等丈勘。与宝鸡县民靳天云

等地为界。

本州北至崇信县①，坐落白崖子。田字号丈官桑现等丈勘。与本县民胡来

儒等地为界。

注　释

①崇信县：宋置，在甘肃省东部，与陕西省陇县相邻。

本州东南至宝鸡县，坐落官竹园。天字号丈官惠福等丈勘。与本县民赵天

恩等地为界。

本州东北至灵台县①，坐落东凉城。青字号丈官屈可久等丈勘。与本县民

张汝川等地为界。

注　释

①灵台县：在甘肃省东部。西汉置鹑孤县，东汉改鹑觚县，唐改灵台县，

与陕西省陇县相邻。

本州西南至秦州，坐落王花头。南字号丈官王官等丈勘。与本州民冲万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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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为界。

本州西北至华亭县，坐落陇口峪海龙山。江字号丈官刘文通等丈勘。与本

县民苏万仓等地为界。

学　田　坐落八渡镇李家店子海北寺前、水浴河东、庵东泽下等处。共地
九十七亩四分八厘二毫，共粮三石九升八合九勺九抄零。

郑藩租地　坐落咸宜关水滩庄并涧浴沟，原、今丈地共三十八顷九十八亩
五分六厘九毫。总计坐落二处，俱地户张朝贵等二百五十六名佃种。

韩藩租地　坐落大杜阳龙眼寺①，共地一十二顷二十亩六分九厘九毫。东

至杜阳寨②，西至荆膆③湾，南至河，北至民惠仲金。

注　释

①龙眼寺：址在今陇县城关镇所辖的堡子身村。

②杜阳寨：址在今陇县东风镇杜阳社区所在地。

③膆 （ｇǔ）：水流涌出来。

西安右护卫屯地　坐落西山，共地一顷一十八亩二分四毫。东至蔡一元，
西至民王登才，南至岭，北至蔡一元。总计地九段。

平凉卫①屯地　坐落东观寨，共地二百四十五顷三十二亩四分三厘四毫。
总计坐落九处，俱军人莫伏孙等三百七名、张百户等八名承种。

注　释

①卫：军队编制名。古代于要害地区设卫，每卫５６００人，由都司统领。
防地为几个府。

凤翔所屯地　坐落二郎沟新寨儿，共地二十八顷五十一亩四分七厘七毫。
东至梨林里民张安儿，西至凉甫里民郭

(

，南至军寨庄，北至咸宜里民赵德

明。

吴山租地　坐落吴山庙，共地二百五十四顷七十八亩零八。编甲①刘宗果

等六百六十七名佃种。共计地六千七百六十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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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编甲：同 “编人”“编户”“编氓”。指编入户籍的平民。

长宁驿屯地　坐落本驿，共地一百八十八顷六十一亩七分三厘三毫。东至

店子沟，西至本州界碑楼，南至田家磨，北至宝瓶儿。

以上各界畔处所各立刻石，以垂永久。以后如有侵隐者，查照坐落四至改

正。万历四十年①，陇州知州河东丁应时②清丈、勒石③。

注　释

①万历四十年：公元１６１２年。万历为明神宗朱翊钧年号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②丁应时：山西安邑人。万历中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任陇州知州。

③勒石：刻石碑。

驿　　站

州　站

旧额本州站马七十匹，站价银三千五百两。自州残人亡地荒，止存除荒，

实征银六百六十九两六钱二分二厘八毫七忽七微。顺治十三年①奉冲僻册，额

定站马一百匹；额草料、药材，修补鞍屉、槽、铡、灯，油、锨、筐并外备买

补，倒马等项银二千五百二十六两五钱八分；喂马、回差、送文马夫五十五

名，每名工食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百九十四两，通计额银三千一百二十两五

钱八分。内除本州原额、除荒实征外，不敷银②二千四百五十两九钱五分七厘

一毫九丝二忽三微。在于本州原额协③平属、安永二驿所及凤、岐二县，原协

瓦云、安定，批验华亭递运隆德、泾州④等驿所、站银内摘协凑足前数，供支

州站。因协济不前⑤，奉文将本州兵饷兑留支站，各县协银解抵州饷。节年⑥

详请批允在案。外遇闰加原额银二百九十一两六钱六分六厘六毫六丝。内除荒

外，实征银六十三两九钱六分八厘一毫五丝七忽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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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顺治十三年：公元 １６５６年。顺治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②不敷银：短缺、不足的银两。

③协：协调。

④泾州：即今泾川县，古县名。西汉置安定县，唐改保定县，金改泾川
县，明代入泾州，１９１３年改泾州县，１９１４年复改泾川县至今。

⑤不前：不到位。

⑥节年：经费结余的年份。

明季①旧额本州轿扛夫一百四十四名，长宁驿额该②接递夫五十九名，共

二百零三名；每名工食银一十一两一钱六分八厘七毫五丝七忽，共银二千二百

六十七两二钱五分七厘八毫。自州残人亡地荒，止存熟粮银四百三十三两七钱

七分三厘五毫八丝四忽二微六尘四渺。顺治十三年奉冲僻，止酌定州扛夫五十

六名，额工食银六百四两八钱。除本州原额、除荒实征外，不敷银一百七十一

两二分六厘四毫一丝五忽七微九纤三尘六渺。将本州原额忙差除荒，实征银六

十五两八分三厘八毫五丝八忽五微九纤五尘。拨补外，不敷银一百五两九钱四

分二厘五毫五丝七忽一微九纤八尘六渺，在于凤翔县找协凑足前数，按季给役

支差。外遇闰加原额银一百八十八两九钱三分八厘一毫五丝。内除荒外，实征

银四十一两四钱三分六厘。

注　释

①明季：明朝末年。
②该：应该。

今长宁驿夫未奉设立。州夫径送①清水，往还四百八十里。前州屡详②补

设，因工食无出，未蒙题请。夫役苦不可言。

注　释

①径送：直接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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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详：旧时公文的一种，用于向上级陈报请示。

长 宁 驿

明季旧额军站马一十二匹，清协马十六匹，陇协马二十四匹；额协银一千

八十两。自叠残①后，军民杀掳殆②尽，止存熟粮银二百两八钱三分三毫五丝

二忽四微，陇、清径相交送。顺治四年③，陇民苦累告赴，蒙各上司批允，在

于凤、宝、岐、扶、五县④协平站银内摘协银一千二百九十六两。顺治十三

年奉冲僻册，酌定马一百匹，陇六清四。除清水县协马四十匹外，实该协马六

十匹。草料、药材、鞍屉、槽、铡等项并备买补，倒马，共额银一千五百一十

五两九钱四分八厘；喂马、回差马夫，牌子送文马夫三十四名，每名工食银一

十两八钱，共额银三百六十七两二钱，通计额银一千八百八十三两一钱四分八

厘。除州实征银外，不敷银三百八十六两三钱一分七厘六毫四丝七忽六微。在

凤翔县原协瓦云驿站银内照数拨补，凑足前数，供支驿站。因协济不前，奉文

将前州兵饷兑留支站。各县协银解抵州饷。节年详请批允在案。

注　释

①叠残：一次又一次残破。

②殆：几乎。

③顺治四年：公元１６４７年。

④凤、宝、岐、扶、五县：指凤翔县、宝鸡县、岐山县、扶风县和眉县

五县。

康熙十三年①吴逆②变乱，州境用兵之时，驿马增减无定。康熙二十四

年③，原额州、宁二驿马一百六十匹，马夫八十九名，工料等项银五千二百九

十七两五钱六分二厘二毫三丝五忽五微六纤三尘七渺。康熙二十九年④新定冲

僻，裁马三十四匹，留马一百二十六匹、马夫六十八名外，议设递马五匹、工

料等项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两六钱。康熙四十一年⑤，拨边塘⑥马二十六匹，马

夫十三名；工料银六百八十五两四钱，解司库转发。康熙四十六年⑦，奉文只

撤回边塘马三匹；额定州驿马五十三匹，递马五匹，马夫三十名，扛夫五十六

名；长宁驿马五十匹，马夫二十六名，半其支应差使，长宁驿六分、清水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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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充供支；额定工料等项共银三千九百三两二钱外，遇闰原额扛夫、递马

增银九十九两四钱六分九厘二毫一丝。康熙二十九年，新增闰月银三十九两二

钱七分八厘七毫九丝，在宝鸡县裁站内银关领。边塘遇闰，增解司银一十九两

六钱五分六厘。

注　释

①康熙十三年：公元 １６７４年。康熙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②吴逆：指吴三桂。其人于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举兵叛乱，兵乱波及陇

州。

③康熙二十四年：公元１６８５年。

④康熙二十九年：公元１６９０年。

⑤康熙四十一年：公元１７０２年。

⑥边塘：“塘”指塘报。塘报是紧急军情报告。明朱国桢 《涌幢小品·塘

报》：“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改曰塘报。”而清代的邸报

也称塘报。由京中报房按日将上谕、奏折、宫门抄等汇刊，分送有关方面；各

省衙署都有驻京提塘官，按日专门递送。自京至省，驿站设有塘兵，沿途接

替。文中的 “边塘”，当指迎送塘报的驿站。

⑦康熙四十六年：公元１７０７年。

物　　产

谷　类

黍①、稷②、稻 （粳、糯二种）、粱③、麦、大麦、荞麦、芝麻、麻子、荏

子、菜子、燕麦、青稞、油麦、胡麻、苦荞、豆 （黑、白、青、黄、绿、

④、碗、小槐诸种）、
)

秫⑤、薏米。

注　释

①黍：一年生草本植物，其籽可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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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稷：粟的别称；黍的一个变种；一说是高粱。

③粱：指高粱。

④：指豆。

⑤+

（ｓｈǔ）秫 （ｓｈú）：即黏高粱，多用以酿酒。也指黏稻。

蔬　类

葱、鮲、蒜、薤①、芥②、芹、茄、匏③、葫④、瓠⑤、苋⑥、菠錊⑦、胡

荽⑧、莴苣、王瓜⑨、萝卜 （红、白二种）、冬瓜、菜瓜、丝瓜、香菜、

⑩、白菜、茼蒿、蔓菁瑏瑡、苦苣瑏瑢、扁豆、豇豆、龙爪豆、不老菜、圆根、蕨

菜、香椿、刺椿头、笋、木耳、?菜瑏瑣、茄莲、南瓜。

注　释

①薤 （ｘｉè）：百合科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鳞茎可作蔬菜。
②芥：指芥菜。

③匏 （ｐáｏ）：葫芦之属。

④葫：即大蒜。《本草纲目》引陶弘景曰：“今人谓葫为大蒜，蒜为小蒜，
以其气类相似也。”

⑤瓠 （ｈù）：蔬类名。即瓠瓜，也叫 “扁蒲”“葫芦”“夜开花”。

⑥苋 （ｘｉàｎ）：指苋菜。

⑦菠錊 （ｌéｎｇ）：即菠菜。

⑧胡荽：即芫荽。

⑨王瓜：也称 “土瓜”。葫芦科。多年生攀缘草本。块根肥大，可入药，

主治毒蛇咬伤；也可用作蔬菜。

⑩ （ｊūｎ）：即叶用甜菜。

瑏瑡蔓菁：即芜菁。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直根肥大。根和叶可
作蔬菜，鲜食或盐腌、制干后食用。

瑏瑢苦苣 （ｊū）：菊科。鲜根和叶可作蔬菜。

瑏瑣? （ｐò）菜：即苴?。叶如初生甘蔗，根如姜芽，有香味，可食。

果　类

桃、李、杏、枣、核桃、栗、柿、梨、葡萄、石榴、林檎①、沙檎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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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樱桃、西瓜、甜瓜、莲子、藕、榛③、菱④。

注　释

①林檎 （ｑíｎ）：即花红，也名 “沙果”。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果实秋季

成熟，扁圆形，黄或红色，可食。

②沙檎：疑指 “沙棠”。沙棠为乔木。其果实为红色，可食。

③榛 （ｚｈēｎ）：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其果实可食用或榨油。

④菱：植物名，俗称 “菱角”。果实供食用及制淀粉，鲜嫩者可作水果。

药　类

半夏、桔梗、麻黄、山药、远志、木贼、白芷、漏芦、木通、青木香、防

风、荆芥、甘遂、百合、天南星、枳壳、枳实、款冬花、苍术、牵牛、柴胡、

前胡、藁①本、五加皮、车前子、乌药、桑白皮、甘草、细辛、泽泻、五味子、

莳②萝、苦参、茯苓 （赤、白）、茯神、栝③蒌、茅香、五蒬④子、何首乌、酸

枣仁、贯仲、芫花、芍药 （赤、白）、牛旁子、地骨皮、兔丝子、商陆、升

麻、黄芩、皂角、蛇床子、千金子、金银花、茵陈、矍麦、秦艽、乾葛、天仙

子、紫苏、羌活、红花、益母草、独活、粟壳、牡丹皮、山茱萸、代赭⑤石、

银精石、白头翁、地肤子、葶苈、薄荷、木瓜、麝香、鹿茸、山茨?⑥、青黛、

藜芦、天花粉、白蔹⑦、延寿果、通草、黄砨⑧、浪宕⑨、寄生、刺蓟⑩、百部、

扁蓄、败酱、蒲黄、云母石、桃仁、杏仁。

注　释

①藁：读作 “ｇǎｏ”。

②莳：读作 “ｓｈí”。

③栝：读作 “ｇｕā”。

④蒬：读作 “ｂèｉ”。

⑤赭：读作 “ｚｈě”。

⑥?：读作 “ｌｕǒ”。

⑦蔹：读作 “ｌｉǎｎ”。

⑧砨：读作 “ｂ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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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宕：读作 “ｄàｎｇ”。

⑩蓟：读作 “ｊì”。

木　类

松、柏、千枝柏、桐、槐、楸、椿、榆、柳、杨、棠①、桑、漆、柘②、

柽③、荆、楮④、栎、椴、橡、黄杨、青
*

⑤、五柞、 萝、银杏、?⑥、枣、

梨、皂角、棕、竹、桧、白杨。

注　释

①棠：乔木名，有赤、白两种。其中白棠即是甘棠，实似梨而小，可食。

②柘 （ｚｈè）：植物名，亦名 “黄桑” “奴柘”。桑科，灌木至小乔木。叶

可饲蚕。

③柽 （ｃｈēｎｇ）：植物名，落叶小乔木，柽柳科。

④楮 （ｃｈǔ）：木名，即构。皮可制纸。

⑤青,

（ｇāｎｇ）：即青
,

栎，又名辽东栎。落叶乔木，木质坚硬。

⑥? （ｔíｎｇ）：即黎檬，又名 “宜母子”。芸香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花　类

牡丹、探春、海棠、迎春、莲、菊、木槿、荼 、鸡冠 （红、白二种）、

金盏、扁蓄、萱草、凤仙、紫荆、龙柏、玉簪 （白、紫二种）、合欢、山丹、

卷丹、蜀葵、黄葵、戎葵、千叶榴、石竹、水荭①、落叶兰、海石榴、十样锦、

珍珠花、串棱莲、红茨梅、芍药、腊梅、蔷薇、丽春、火蝴蝶、百合、芙蓉、

月季、棣棠、罂粟。

注　释

①荭：读作 “ｈóｎｇ”。

草　类

苇、蒲、荻、蓼、藻、莎、萍、 ①、蓝②、荠、苜蓿、水葱、马蔺③、黄

蒿、蒺?、藜④、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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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ｊｉāｎ）：即兰草。《诗经·郑风·溱洧》：“士与女，方秉 兮。”

②蓝：植物名，有多种。如蓼科的蓼蓝、十字花科的菘蓝、豆科的木蓝、
爵床科的马蓝等，以堪作蓝淀、染青碧得名。

③马蔺：即马莲。

④藜：植物名，也称 “灰菜”。藜科，一年生草本。嫩叶可食，种子可榨

油，全草入药。

羽　类

鹤、鹳、鹰、鹞、鸢、雀、鸽、鹘①、雁、燕、雉②、鸠、乌、鹊、③、

黄鹂、、啄木④、凫⑤、鹭、鸥、鸳鸯、寒鸦⑥、练雀、寒号⑦、布谷、红

鹤、鸱⑧、锦鸡、绶鸡⑨、鹌鹑、蒿雀、鹦鹉 （宋郭浩按边至陇，见一红一白

鸣树间，问： “上皇安否？”浩语其故。盖陇州岁贡此鸟，徽宗置之安妃阁；

后发还本土，二鸟犹感恩不忘。）、鸡、鹅、鸭。

注　释

①鹘 （ｈú）：鸟纲，隼科，隼属动物部分种类的旧称。如称游隼为 “鹘”，

称燕隼为 “土鹘”。

②雉 （ｚｈì）：也称 “野鸡”。鸟纲，雉科。

③：即猫头鹰。

④啄木：即啄木鸟。

⑤凫 （ｆú）：动物名。泛指野鸭。

⑥寒鸦：即山老鸹。

⑦寒号：即寒号鸟。

⑧鸱 （ｃｈī）：即鹞鹰，又指 “鸱”。陆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鸱

，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锥。”一说是猫头鹰一类的鸟。

⑨绶鸡：即吐绶鸟。宋陆佃 《埤雅》谓 “绶鸟一名
-

，亦或谓之吐绶，

咽下有囊如小绶，五色彪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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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类

马、牛、驴、骡、犬、猪、羊、猫、虎、豹、熊、罴①、豺、狼、獐②、

狐、鹿、
+

③、猴、狨④、猿、兔、麂⑤、野猪、刺猬、鼠 （黄、黧⑥各种）、

狸⑦、狍⑧、麝⑨。

注　释

①罴：动物名。熊的一种。

②獐 （ｚｈāｎｇ）：动物名，也称 “牙獐”。哺乳纲，鹿科。毛粗大，黄褐

色。行动敏捷，善跳跃，能游泳。肉可食。

③.

（ｔｕāｎ）：动物名，也称 “猪獾”。哺乳纲，鼬科。体长５０厘米左右，

头长，耳短；前肢爪特长，适于掘土；毛灰色，或发黄；头部有三条宽白纹。

皮毛可做皮衣、刷及画笔。肉可食。

④狨 （ｒóｎｇ）：动物名。猴的一种。

⑤麂 （ｊǐ）：动物名。哺乳纲，鹿科，小型鹿类。产于我国的有黄麂、黑

麂和赤麂等。

⑥黧 （ｌí）：黑色。

⑦狸：动物名。即野猫、豹猫。

⑧狍 （ｐáｏ）：同 “
/

”。动物名。哺乳纲，鹿科。体长一米余。雄的有

角。在我国产于东北、华北、西北和四川等地。肉可食。毛皮可制革。

⑨麝 （ｓｈè）：动物名，也称 “香獐”。哺乳纲，鹿科。雄麝脐与生殖孔之

间有麝香腺，发情季节特别发达。麝香腺分泌的麝香，可用作药物和香料。

昆 虫 类

蚕、蛾、蛙、虾蟆①、蝉、蝶、萤②、蛇、乌蛇③ （能疗疾）、蜂、蟋蟀、

蝼蚁④、蜥蜴、水蛭、伏翼⑤、蝎、蛴螬、蜣螂、螳螂、蚯蚓、蝇、寒蛩⑥。

注　释

①虾蟆：即 “蛤蟆”，指青蛙和蟾蜍。

②萤：指萤火虫，昆虫纲，鞘翅目，萤科。体长约１０毫米，具有发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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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的机理是因呼吸时使称为 “荧光素”的发光物质氧化所致。

③乌蛇：即乌梢蛇，也称 “乌风蛇”。爬行纲，游蛇科。一种无毒蛇，体

长可达２米。除去内脏的干燥蛇体可入药，性平，味甘，功能风湿；主治风
湿痹痛皮肤疥癣等症。皮可制乐器。

④蝼蚁：蝼蛄和蚂蚁。

⑤伏翼：也称 “家蝠”。哺乳纲，蝙蝠科。前臂长３１—３４毫米，是我国最
常见的一种蝙蝠。

⑥寒蛩 （ｑíｏｎｇ）：寒天的蝗虫和蟋蟀。

鳞 介① 类

鲤、鲫、鳝、鲇、鳅、龟、鳖、蟹、田螺、蜗牛、金鱼、细鳞鱼、蛤②。

注　释

①介：甲。

②蛤 （ｇé）：指蛤蜊。瓣鳃纲，蛤蜊科。贝壳卵圆形、三角形或长椭圆形。
生活于淡水和浅海泥沙中。肉可食。

食 货 类

丝、木绵、绢、绵布、麻、蜜、蜡、花椒、红花、毡、油、靛①、板木、

炭、苇席、陇酒。

注　释

①靛 （ｄｉàｎ）：青色的染料。

市　　集

州城东街市，西街市，南街市 （每日一市，十日一轮）。三乡马鹿镇①市，

县头镇市，故川镇②市 （俱以双日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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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马鹿镇：即今甘肃省张家川县所辖的马鹿乡。

②故川镇：即今宝鸡市陈仓区所辖的固川镇。

论曰：稽赋役，于今盖①难言之矣。陇昔当嘉隆②时，饷额则以二万四千

余计，户丁则以三万八千计；今所存者，尚不及十之三③。试按篇而核之，则

物力之凋耗、庐井④之萧条概可知已。乃犹荒圈⑤之除豁⑥未尽，逃绝之揭赔⑦

未清，则田芜而赋或存、户亡而丁反在，且也不能为商而空输⑧盐课，未尝当

垆⑨而坐榷酤程⑩，以及地税、匠价、换帖瑏瑡诸科皆将无作有，指名责实，其重

累为何如耶？即以物产论，药味羌活不知贡自何年，乃亦非里民所能办，而

贸瑏瑢自他处以供之。至若地东南宜木棉瑏瑣、绢布，故蚕织之业原广；顾瑏瑤天时乖

宜瑏瑥、地气失利，昔日所丰殖者，今日或就蹙瑏瑦矣。间瑏瑧有一二，亦多为细人瑏瑨

营利所有，而其人反有衣不能弊体者。所谓谷人瑏瑩不足于昼、丝人瑐瑠不足于夜，

贫困盖至此极瑐瑡矣；而杂务则日增月加，纷纭瑐瑢无已瑐瑣。“翕舌揭柄瑐瑤之喻，剜

肉医疮之咏瑐瑥”，官斯土者瑐瑦何可不三复于斯言耶？！

注　释

①盖：传疑之词。

②嘉隆：指明嘉靖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隆庆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时。

③十之三：十分之三。

④庐井：房屋和水井。这里代指乡村。

⑤荒圈：荒，荒废的土地；圈，圈地，清代满族统治者用政治强制手段掠

夺土地的一种方式，也是所掠土地的名称。

⑥除豁：排除、豁免。

⑦揭赔：揭举赔补。

⑧输：缴纳。

⑨当垆：古时的酒店垒土为垆，安放酒瓮，卖酒者坐在垆边，叫 “当

垆”。“垆”也作 “炉”“卢”。在这里，“当垆”是 “卖酒”之意。

⑩坐榷酤 （ｇū）程：因卖酒之利润而计量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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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换帖 （ｔｉě）：旧时异姓的人结拜为兄弟，交换写有年龄、籍贯、家世等

的帖子，称为 “换帖”。

瑏瑢贸：购买。

瑏瑣木棉：指棉花。

瑏瑤顾：在这里是连词。表示转折，相当于 “而”“不过”。

瑏瑥乖宜：乖，不和，失和；宜，适合，合宜。

瑏瑦蹙 （ｃù）：窘迫。

瑏瑧间：其间，当中。

瑏瑨细人：见识短浅或地位低微的人。

瑏瑩谷人：耕种庄稼的人，隐指男子。

瑐瑠丝人：纺纱织布的人，隐指女子。

瑐瑡极：极点。

瑐瑢纷纭：杂乱，扰乱。

瑐瑣已：停止，完毕。

瑐瑤翕 （ｘī）舌揭柄：翕舌，敛缩舌头，合上嘴巴，表示不敢说话；揭柄，

“揭竿而起”之意。

瑐瑥剜肉医疮之咏：唐代诗人聂夷中 《咏田家》诗曰：“二月卖新丝，五月

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

只照逃亡屋。”这里的 “剜肉医疮之咏”句，即缘聂诗而来。

瑐瑦官斯土者：指在陇州任职的官员。

又曰：邮递之困，其来久矣，而陇郡尤甚。陇多崇山峻岭，丛林石阶，视

他邑之旷衍①坦平、便于驰骤，大迳庭②也。其道里③复纡回九折、阻④而且长，

视他站之四五十里而近，或六七十里而近，可朝发夕归又大迳庭也。而地当秦

晋之冲⑤，冠盖⑥之所辐辏⑦，牌符之所往来；马不得停蹄，夫不遑⑧息肩，宜

为之加意轸恤⑨，而站马竟与他驿一例裁减，扛夫则较他邑两倍行差，则邮亭

之困能不重望于苏⑩之者哉！

注　释

①旷衍：旷，空阔，开阔；衍，本义为水广布或长流，引申为展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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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②大迳庭：大相径庭。

③道里：道路里程。

④阻：艰阻，难行。

⑤秦晋之冲：在这里，“秦”代指陕西，“晋”代指山西。意谓陇州地处
陕西和山西之要冲。此说有误，陇州位于陕西西陲，其西紧接甘肃省的张家川

县。所以，原文应作 “秦陇之冲”。

⑥冠盖：旧时指仕宦的冠服和车盖，也用作仕宦的代称。在这里代指仕宦
者。

⑦辐辏：车的辐辏集于毂上，比喻人或物集聚于一处。

⑧不遑：没有闲暇。

⑨轸 （ｚｈěｎ）恤：怜悯；体恤。 《宋史·张鉴传》： “顾此疲羸，尤堪轸
恤。”

⑩苏：病体复员，引申为困顿后得到休息或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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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卷之四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官　师　志

甘棠①余荫②，岘山③怀想，清风惠政，百世具瞻④焉。而名氏不彰，行迹

无闻，非所以重表扬、垂⑤劝戒也。为志官师。

注　释

①甘棠：木名，即棠梨。 《诗经·召南》有 《甘棠》篇。朱熹 《集传》：

“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

不忍伤也。”后世因用 “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

②荫：封建时代子孙因先世有功勋而推恩得赐官爵曰 “荫”。

③岘 （ｘｉàｎ）山：又名岘首山，在湖北襄阳南，东临汉水。据 《晋书·羊

祜传》，“祜有德政于民，生前常游岘山，襄阳人为纪念羊祜，立碑于此山。”

④具瞻：都敬仰。具，通 “俱”，全，都。

⑤垂：流传。

封　　建①

秦

非　子　伯翳②之后，善养马，为周孝王③主④马渭之间，马大蕃息⑤，

分土为附庸⑥，邑之秦⑦，使续嬴氏之祀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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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封建：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赐给诸侯，在封定的区域内建立邦国。史

传黄帝封万国，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及秦并六国，统一境内，遂废封

建而置郡县。自汉景帝平七国之乱以后，虽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政权归于中

央，已非古代封建诸侯国之制。

②伯翳：又作 “伯益”“柏翳”等，亦称 “大费”。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

东夷族的领袖。被舜任为虞，掌管草木与鸟兽，供应鲜食。又掌火，烈山泽而

焚，禽兽逃匿。为禹所重用，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禹死后，禹子启自继

王位，他与启争斗，为启所杀。一说由于他推让，启被选继位。

③周孝王：西周第八个王，姬姓，名辟方，在位六年 （前８９１—前８８６）。

④主：掌管。

⑤蕃息：繁殖增多。

⑥附庸：附属于诸侯的小国。《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

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⑦邑之秦：建邑于秦。古代称国或京城为邑，后泛指一般城市，大曰都，

小曰邑。此处 “邑”作动词用，建邑。秦，地名，具体地址有多说，一说今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一说今甘肃清水县东北，一说今陕西省陇县。

⑧祀：祭祀。《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

襄　公　庄公①子。二年②，徙都城③，在陇州源县④。周幽王⑤废太

子，立褒姒⑥子为适⑦，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⑧与申侯⑨伐周，弑

幽王骊山⑩下。而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瑏瑡。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瑏瑢。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瑏瑣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立

国，与诸侯通瑏瑤，立十三年。

注　释

①庄公：春秋时秦国的创立者秦襄公之父，第一个 “西陲大夫”秦仲之

子，在位四十四年 （前８２１—前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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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二年：指秦襄公二年，公元前７７６年。

③城：即古邑。西周末，秦襄公所都。秦置县，治所在今陕西陇县县

城南郑家沟村。

④源县：隋文帝开皇五年 （５８５），改阴县为源县，治所在今陇县县

城。

⑤周幽王：西周国王，姬姓，名宫蔩，宣王子，公元前７８１年—前７７１年

在位。任用虢石父执政，剥削严重，再加地震与旱灾，使人民流离失所。又进

攻六济之戎，大败。因宠爱褒姒，废掉申侯和太子宜臼。申侯联合缯国、犬戎

等攻周，他被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

⑥褒姒：周幽王的宠妃。褒国人，姓姒。周幽王三年 （前７７９），褒国把

她进献给周，为幽王所宠，继而被立为后。申侯联合缯国、犬戎攻杀幽王，她

也被俘。

⑦适：通 “嫡”，继承人。宗法社会称正妻为嫡，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生。

中国旧时有嫡长继承制度，即由嫡长子继承其父的身份和主要财产。

⑧西戎、犬戎：古族名。殷、周有鬼戎、西戎等。春秋时有己氏之戎、北

戎、允姓之戎、伊洛之戎、犬戎、骊戎、戎蛮七种。秦国西北有狄錶絡冀之

戎、义渠之戎、大
0

之戎等。战国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山戎，

各分居山谷，均有头目。一说戎在殷代为 狁、绲戎、犬戎等，后因移动而加

地名为之区别。旧时，“戎”或 “西戎”是中原人对西北各族的泛称之一。

⑨申侯：申国国君。申，周时诸侯国名，姜姓，后为楚国所灭。故地在今

河南南阳市北。

⑩骊山：一称郦山。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南。因山形似骊马，呈纯青

色而得名 （一说古骊戎居此得名）。相传山上有烽火台，为周幽王举烽火戏诸

侯处。北麓有秦始皇陵，西北麓有唐华清宫故址、温泉华清池等，是著名旅游

胜地。

瑏瑡洛邑：“洛”亦作 “雒”。古都邑名。周成王时为了巩固对东方殷故土

的统治，在周公主持下所筑。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鏶水东西。

瑏瑢周平王：东周国王，名宜臼。幽王太子，申后所生。公元前７７０—公元

前７２０年在位。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后，他被申、鲁、许等国拥立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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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东迁洛邑，依靠晋、郑两国夹辅立国，史称东周。

瑏瑣岐：指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又名天柱山。

瑏瑤通：往来交好。

文　公　襄公子。四年①，以兵七百人东猎②至渭之会，曰： “昔，周

邑③我先君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④之，占⑤曰吉，即营邑之。

注　释

①四年：指秦文公四年，公元前７６２年。

②东猎：猎，狩猎，捕捉野兽。东猎是以打猎之名行开疆拓土之实。

③邑：让……建立城邑。

④卜居：用占卜选择定居之地。

⑤占：用龟甲或蓍草推算吉凶。

南 北 朝

侯　植①　孝武②时，封源县公③。

注　释

①侯植：北周上谷人，字仁，仕魏为仪州刺史，后从孝武西迁，从文帝

破沙苑，战河桥，进大都督、凉州刺史，封肥城县公。

②孝武：指北魏孝武帝元，公元５３２—５３４年在位。

③封源县公：据 《北史·侯植本传》，植在西魏封肥城县公，非源县

公。况隋开皇五年 （５８５）始改阴县为源县，西魏、北周时并无源县。

杨　纂①　宇文周②时，封陇东郡③公。

注　释

①杨纂：北周广宁人，随西魏文帝解洛阳围，孝闵帝时封陇东郡公。

②宇文周：指北周，北朝之一。公元５５７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代西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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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号周，建都长安 （今陕西西安），史称北周。５７７年灭北齐，统一中国

北方。５８１年为隋所代。共历５帝２５年。

③陇东郡：后魏置，隋废。故治在今陕西陇县县城南。

名　　宦

汉

祭　遵①　建武②初，破隗嚣③将王元于陇坻④。

注　释

①祭 （ｚｈàｉ）遵 （？—３３）：字弟孙，东汉初颍川颍阳 （今河南许昌）

人。初从光武帝刘秀转战河北，为军市令，执法严明，迁刺奸将军。建武二年

（２６）任征虏将军，封颍阳侯。建武九年进攻隗嚣时死于军中。明帝时图画功

臣，列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②建武：汉光武帝刘秀年号 （２５—５６）。

③隗嚣：东汉初天水成纪 （今甘肃秦安）人，字季孟，新莽末被当地豪

强拥立，据有天水、武都、金城 （今兰州）等郡。一度依附刘玄，不久自称

西州上将军。建武九年 （３３），因屡为汉军所败，忧愤而死。其子隗纯降汉。

④陇坻：亦谓陇阪，即 “陇山”。

来　歙①　建武八年②，击隗嚣。歙自陇州回中城③开道山谷，径至略阳④，

斩其首将梁全，西州⑤震动。略阳，今秦州⑥是。

注　释

① 来歙：东汉初南阳新野 （今河南新野南）人，字君叔，光武帝刘秀祖

姑母之子，官至中郎将，为东汉初著名功臣。初事刘玄为吏，旋归刘秀，任太

中大夫，说隗嚣归汉。后嚣叛，他以精兵袭破其众，尽取陇右。建武十一年

（３５）率军入蜀攻公孙述，被公孙述派人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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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建武八年：公元３２年。

③回中城：回中，古地名，在今陕西省陇县火烧寨镇。回中宫，秦宫名，

秦始皇二十七年 （前２２０）出巡陇西、北地 （今宁夏和甘肃东部），东归时经

过此处。汉文帝十四年 （前１６６）匈奴从萧关 （今宁夏固原东南）深入，烧毁

此宫。

④略阳：郡名，晋泰始中改广魏郡置，治所在临渭 （今天水东北），辖境

相当今甘肃静宁、庄浪、张家川、清水等县地及天水、秦安、通渭部分地区，

北魏移治陇城 （今秦安县东北陇城镇），隋初废。

⑤西州：汉晋时称凉州为西州，以在中原之西得名。

⑥秦州：晋泰始五年 （２６９）分雍、梁、凉三州置。初治冀县 （今甘肃甘

谷东），后移上絡 （天水市），辖境相当今甘肃定西、静宁以南，清水县以西，

陕西凤县、略阳、四川平武及青海黄河以南，贵德以东地。其后逐渐缩小，唐

宝应中入吐蕃。大中三年 （８４９）收复。移治成纪 （今秦安北，宋移今天水

市）。清雍正时改为直隶州，辖境相当今天水市、秦安、清水、两当、西河、

礼县、徽县、成县等地。１９１３年废，改本州为天水县。

晋

马　敦　督守，关中①侯，守陇州。羌、氐②犯陇，敦固守孤城，以少御

众，保?③全城。雍州④从事⑤忌其功，劾⑥之于狱。死后追赠牙门⑦将军，潘

岳⑧为之诔⑨。

注　释

①关中：古地区名。所指范围大小不一，大体有以下几说：秦都咸阳，汉

都长安，因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泛指关以西战国末秦故地，包括秦岭以南的

汉中、巴蜀在内。在秦岭以北范围内，时或包括陇西、陕北；时或专指今陕西

关中盆地。自潘岳 《关中记》“东自涵关，西至陇关”又新起将关中解释作居

众关之中一说。此处似为后说所指。

②羌、氐：皆为我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

③保? （ｇǔ）：保护，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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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雍州：州名。一指古九州之一，地域在今陕西、甘肃、青海。一指东汉

兴平元年 （１９４）分凉州所置，三国魏治所在长安 （今西安市西北）。此处指

后者。

⑤从事：官名，汉制，州刺史之佐吏，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均

称为从事史。又有部郡国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管文书，察举非法。汉魏之

际增设祭酒文学从事员，晋有武猛从事员。皆由州自行任免，也叫州从事。历

代职官，名义相袭，虽有变易，大体不异。至宋以后废。

⑥劾：揭发罪状。

⑦牙门：军帐前立大旗所示之营门。

⑧潘岳 （２４７—３００）：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 （今属河南）人。

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 （司马

伦）及孙秀所杀。长于诗赋，尤善哀诔之文，与陆机齐名，文辞华靡。

⑨诔：累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哀悼死者之文亦称之诔。

麴　允①　安彝关②护军③，与冯翊太守④索林⑤败汉军于长安⑥。

注　释

①麴 （ｑū）允：晋金城人，永嘉中累官至左仆射。

②安彝关：亦作安夷关，《重修凤翔府志》载，安夷关：“吴山县西，今

废。”

③护军：官名。秦汉时临时设置护军都尉或中尉，以调节各将领的关系。

魏晋以后有护军将军及中护军，掌军职的选用，与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同掌中央

军队，为重要军事长官之一。

④冯翊：郡名。三国魏改左冯翊置。治所在临晋 （今大荔），辖境相当今

陕西韩城、黄龙以南，白水、蒲城以东和渭河以北地区。北魏移治高陆 （今高

陵），辖境缩小。北周废。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同州为冯翊郡。

⑤索林：晋敦煌人，字巨秀，怀帝时为冯翊太守，后被刘聪杀害。

⑥长安：我国古都之一。汉高帝五年 （前２０２）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此

后西汉、新、东汉 （献帝初）、西晋 （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

·７８１·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西汉末绿林、

赤眉，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建都于此。故城有二，汉城筑于惠帝

时，在今西安市西北，周围二十五千米；隋城筑于文帝时，号大兴城，包有今

西安城和城东、南、西一带，周围三十六千米。唐末天元年 （９０４）迁都洛

阳后，因城中民房大半被毁，就旧城北部改筑新城，即今西安城。

唐

冯元常①　相州②人。高宗③时，尝谏中宫④权重。及帝不豫⑤，诏平章⑥百

司奏事。武后⑦擅朝，嵩阳⑧令樊文进瑞石，后暴⑨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

“石妄伪⑩，不可示群臣。”后怒，出为陇州刺史。

注　释

①冯元常：唐长乐 （今属福建福州）人，后居安阳，高宗时因密谏中宫

权重，为武侯所恶，后遭陷入狱死。

②相州：州名。北魏天兴四年 （４０１）分冀州置。治所在邺县 （今河北临

漳县西南邺镇）。辖境相当今河北邢台、广宗以南，河南林县、汤阴、清丰、

范县以北，山东武城、莘县以西地区，其后渐小。东魏天平初改名司州。北周

建德末复名相州，大象时移治安阳 （今市南，隋移今市）。唐辖境相当今河北

成安、广平和魏县西南部，河南安阳市、汤阴、林县、内黄及濮阳西南部地，

后复缩小。

③ 高宗：指唐高宗李治，太宗李世民之子，唐朝第三位皇帝，６５０—６８３

年在位。

④ 中宫：皇后的住处，别于东西二宫。

⑤不豫：天子有病的讳称。

⑥平章：官名。唐时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因其官位隆

重，不常设置，由其他官员代行职务，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省称同平章

事。

⑦武后 （６２４—７０５）：武则天，唐高宗皇后，武周皇帝，公元６９０—７０５年

在位。名?，并州文水 （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士
1

之女，十四岁时被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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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选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时复被召为昭仪，永徽六年 （６５５）立

为皇后，参与朝政，后号天后，与高宗并称 “二圣”。弘道元年 （６８３）中宗

即位，她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载初元年 （６９０）废睿宗，自称

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她开创殿试制度，亲自考试贡

士；令九品官以上官和百姓可自行荐举；修 《姓氏录》，规定五品官都可升入

士流；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勋贵，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宗室、朝臣

被牵连冤杀者不少。晚年豪奢专断，颇多弊政。神龙元年 （７０５）中宗复位，

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是年冬死。

⑧嵩阳：县名。汉阳城县地，属颍川郡。隋大业初置嵩阳县。唐武后万岁

登封元年封中岳，改为登封县，在今河南省。

⑨暴 （ｐù）：暴露，显露。

⑩妄伪：虚妄作为。

郭英硋①　大震关②使。禄山遣高嵩以缯彩③赐河陇④将士，英硋斩之。

注　释

①郭英硋 （ｙì）：字元武，瓜州晋昌 （今甘肃省瓜州县）人。唐安史之乱

时，为秦州都督、陇右采访使、陇州大震关防御使。安禄山部将高嵩率军进入

陇州，郭假装慰劳，暗设伏兵将高部全部俘虏。至德二载 （７５７），郭升任陇右

节度使。不久，回京改任御林军大将军。宝应元年 （７６２）任检校户部尚书，

后任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渐骄横奢纵，暗中投靠奸相元载，更加恣意妄

为。郭恨蜀将崔宁不附和，出兵袭击，未能取胜。崔趁民怨，率军直取成都。

郭部纷纷倒戈。郭逃至简阳，被普州刺史韩澄所杀。

②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县城西５０千米的固关镇关山顶东坡洪家滩。汉

初设关，因处陇山，故名陇关 （或陇山关）。汉太始二年 （前９５）正月，武帝

巡行回中，经陇关遇雷震，改陇关为大震关。唐大中六年 （８５２），陇州防御使

薛逵徙筑安戎关于陇山下后，大震关称故关，安戎关称新关，两关相距１０余

千米，同为关防戍守处。此地两山对峙，当川限谷，形势险要，为逾越陇山西

行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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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缯彩 （ｚēｎｇｃǎｉ）：绫罗绸缎。缯，丝织品；彩，彩色丝织品。

④河陇：古地区名。指河西与陇右而言。大约相当今陕西、甘肃一带。

史宪诚①　陇州刺史，增修亭彰②，徙客馆③于外，戎谍④无所伺⑤。今入

名宦祠。

注　释

①史宪诚：唐建康人，从军有功，官至中军兵马使。

②亭彰：应为 “亭障”。障，也作 “鄣”。亭障，古代边塞的堡垒。

③客馆：招待宾客的处所。

④戎谍：刺探军事机密的间谍。

⑤伺：侦察、等候。

韦　皋　字城武。张镒①节度凤翔，皋以侍御史②知陇州行营留后③事。朱

?④叛，部将牛云光戍陇州，谋请皋为帅，将劫以臣?。事觉⑤，出走，复与

?使还州。皋伪受诏，斩?使及云光。?复使他奴拜皋凤翔节度使，皋亦斩

之。帝⑥乃以陇州为奉义军，擢皋节度使以旌⑦之。

注　释

①张镒：字季权，一字公度。官殿中侍御史，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建

中二年 （７８１）为凤翔陇右节度使。

②侍御史：简称 “御史” “侍御”，官名。西汉为御史大夫属官，由御史

中丞统领，入侍禁中兰台，给事殿中，故名。秩六百石。掌受公卿奏事，监察

文武官员，或供临时差遣，出监郡国。东汉为御史台属官，职权颇重。三国沿

置，临时设置督军粮、监农等侍御史，执行专门任务。魏、晋、南北朝至隋、

唐，以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佐贰官，分监御史台诸曹，位在侍御史之上；设

殿中侍御史，专司殿廷朝议，位在侍御史之下。唐代重御史台之职，其官由吏

部与本台长官、宰相共议除授，或由皇帝选用。侍御史所居称 “台院”，居三

院之首。掌纠弹百官，入阁承诏，受制出使，分判台事；又轮值朝堂，与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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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书舍人共同受理词讼。时号 “台端”，尊称 “端公”。北宋前期为寄禄

官及武臣兼官，元丰改制后，为御史台副长官，参掌台政。辽亦置。金代为御

史台属官，从五品。元代初年从五品，后升为从二品。明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

罢。

③留后：官名。唐代中后期，节度使子弟或亲信将吏代行职务者称 “节度

留后”，或称 “观察留后”，事后多由朝廷补行任命为节度、观察使。

④朱? （７４２—７８４）：唐幽州昌平 （今北京市）人。任卢龙节度使。建中

三年 （７８２），其弟朱滔叛唐，?被免职，赴长安以太尉衔留京师。次年，泾原

节度使姚令言军在长安哗变，德宗奔奉天 （今陕西乾县）。姚军拥?为帝，国

号大秦，年号应天；旋改为汉，改元天皇，与朱滔相应。兴元元年 （７８４）唐

将李晟收复长安，?出逃为部将所杀。

⑤觉：被发觉，暴露。

⑥帝：指唐德宗李适。

⑦旌：表彰。

马　燧①　郏城②人。初，凤翔节度使李抱玉③表④为陇州刺史。燧于西山

吐蕃⑤出入处，聚石种树障之，及⑥设二门为谯橹⑦，八日而毕，蕃不能暴。后

从抱玉入朝，代宗⑧雅闻其才，授商州⑨刺史。屡立大功，封北平郡⑩王。今入

名宦祠。

注　释

①马燧：字洵美，姿度魁杰，有大志，尝谓当以功济天下。

②郏城：县名，即郏县，属河南省。春秋时郑邑，后为楚公子郏敖封邑。

汉为郏县，属颍川郡。隋大业初改郏城县，属襄城郡。元复置郏县。明清皆属

河南汝州。

③李抱玉：河西人，本名安重璋，至德二载 （７５７）赐姓李，改名抱玉。

唐代宗大历五年 （７７０）任凤翔节度使。

④表：给皇帝上奏章推荐。

⑤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公元７至９世纪时在青藏高原建立。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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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隆 （在西藏山南地区）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奴隶制政权。

在赞普松赞干布时，降服苏毗、羊同等部，定都拉萨，建官制，立军制，定法

律，创文字，形成了以赞普为中心的集权的奴隶制贵族统治。８世纪后半，赞

普墀松德赞时，最为强盛，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９

世纪中赞普达磨死后，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吐蕃瓦解。计传位九

代，历时二百余年。吐蕃是唐人对这一政权的称谓。在吐蕃政权崩溃后，宋元

明初史籍仍沿称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族、部为吐 （土）蕃，或称西蕃 （番）。

⑥及：继而。

⑦谯橹：设于道上的门楼，供守望之用。

⑧代宗：指唐代宗李豫，肃宗李亨子，７６２—７７９年在位。

⑨商州：北周宣政元年 （５７８）改洛州置，因古为商於之地，故名。治所

在上洛 （今商县）。唐辖境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洵河以东和湖北郧西县上津

镇地。

⑩北平郡：北魏置，隋初废，后又置，唐改为平州，一度又改为北平郡。

治所卢龙县，在今河北卢龙县。

李　及①　陇州守，迁②凤翔。尝留杜衍③饮，具④甚薄。他日中贵⑤用事

者至，亦无加品。衍叹曰：“李君清介⑥，吾不及也。”

注　释

①李及：字初几，郑州人。宋太宗端拱年至真宗咸平年间任陇州知州，后

升任凤翔府知府 （据乾隆三十一年 《重修凤翔府志》）。本志列入唐，误。

②迁：调动官职，升官。

③杜衍 （９７８—１０５７）：宋山阴人，字世昌。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进士。

仁宗时官御史中丞、拜枢密使。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授同平章事，与晏殊、韩

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谋革时弊为众所不便。后衍婿苏舜钦以用公款宴

官，为言官所劾，除名。又以陈执中谮，罢相。卒谥正献。

④具：准备饭食或酒席。

⑤中贵：帝王宠信的显贵侍从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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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清介：清高耿直。

刘　晏　陇州刺史。有惠爱遗民。今入名宦祠。

注　释

①刘晏：字士安，曹州 （今山东菏泽）南华人，唐肃宗时任陇州刺史。

狄　哲　吴山县丞①，段秀实②之外祖。

注　释

①县丞：丞为辅佐之意。县丞，官名。汉制，每县各置丞一人，以佐令

长，与尉合称为长吏，历代因之，讫于清末。只是这个名称从汉以来只叫作

“丞”，“县丞”二字称为官名，起于明代。

②段秀实 （７１９—７８３）：唐阳人，字成公。官至司农卿。朱?反，秀实

佯装与?合，伺机以象笏击之，中其颡，秀实遂遇害。

相里金①　陇州防御使②。

注　释

①相里金：为五代后唐陇州防御使。

②防御使：官名。唐置防御使，位在团练使之下，凡大郡要害之地，则置

之，以治军事，刺史兼之。唐代宗时，诸州防御使并停，而令刺史兼团练。宋

时以防御使为虚衔。金之州制，有节制州、防御州之别。防御州以防御使为州

官。明省。清代凡陵寝及驻防之处，不设佐领者，皆设防御使。

薛文遇①　判官②，知军事。

注　释

①薛文遇：五代后唐时为陇州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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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判官：官名。唐节度、观察、防御诸使，都有判官，是地方长官的僚

属，佐理政事。宋时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宣抚、安抚、制置、转运、常

平等使，亦有判官处理公事。元则于各州府设置，明仅州置判官，无定员。

宋

任　福　知陇州，擢①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时诏陕西增城垒、缮②器械，

受命四十日而战守之具悉备。今入名宦祠。

注　释

①擢 （ｚｈｕó）：提拔，选拔。

②缮：修补，整治。

朱　景①　神宗②时西方用兵，诏侍从举③县令。景与选，知源县，甚有

能名。今入名宦祠。

注　释

①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师人。

②神宗：指宋神宗 （１０４８—１０８５），名赵顼，北宋皇帝，１０６７—１０８５年在

位。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力谋富国强兵，改变 “积贫积弱”

的局面。又用王韶取熙河，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安石罢相后，他更重视理财，

积蓄力量。元丰四年 （１０８１），使宦官李宪等，集结军队，拟一举灭夏，因指

挥失当败北。次年使徐禧筑永乐城 （在今陕西米脂西），准备再举，又被夏人

攻陷。所行新法在他死后也即废弃。

③举：推荐，推举。

阎仲卿　知陇州军①州事，撰吴山碑及龙泉寺②碑文。

注　释

①军：宋代行政区划名，与州、府、监同隶属于路。军一般设于军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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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②龙泉寺：在今陕西千阳县城东十五里龙泉山。

范　秀　司马①兼岳令②。

注　释

①司马：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时沿用。掌管军政和军赋。汉武帝时

罢太尉置大司马，后世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则称少司马。汉制，大将军

营五部，部各置军司马一人。魏晋至宋，司马均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综

理一府之事，参与军事计划。唐为郡的佐官。明清因称府同知为 “司马”。

②岳令：乾隆 《重修凤翔府志》作 “狱令”。

杨　偕　知源县，权①推官②。

注　释

①权：唐代以来称代理、摄守官职为权。

②推官：官名。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之属官。其后，诸

州、府皆置有推官。

杨正用　司法参军①，权判官。

注　释

①参军：官名。东汉末有参军事之名，即参谋军务，简称参军，位任颇

重。晋以后军府和王国始置为官员。有单称的，有冠以职名的，如咨议、记

室、录事及诸曹参军等。沿至隋唐，兼为郡官。明清称经历为参军。

刘化源　知陇州，建炎①中金人入寇，化源不肯降。金驱入河北②，隐于

民间，终身不出。今入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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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建炎：南宋高宗赵构年号，１１２７—１１３０年。

②河北：黄河以北地区。

吴　　破金人于陇州方山原①。

注　释

①方山原：位于陇州东南，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

金

李以孟　判官，大定①间任修学②。有功。

注　释

①大定：金世宗完颜雍年号，１１６１—１１８９年。

②修学：本义为研习学业。此处言任修学者，不知指何。

元

贾干鲁思台　知州。
吕　复　吏目。

张思诚　学正。
侯　温　源县典史①，俱延四年②任。

注　释

①典史：官名。元代设置，与县尉同是知县的属官，掌管收发公文。明清
沿置。明代废除县尉，由主簿掌管缉捕；主簿出缺时，由典史兼管。清制由典

史掌管缉捕和狱囚，所以典史也称作县尉。

②延四年：１３１７年。延，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年号，１３１４—１３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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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黑伯　监州①。

李时敏　判官，俱延五年②任。

注　释

①监州：官名，通判的别称，始设于南朝梁。宋初，鉴于五代藩镇割据之

患，于各州设通判，人选往往出于朝廷特命，其名为知州之佐，也称监州，对

地方长官起监督作用。

②延五年：１３１８年。

宝　宝　监州。

佛家奴　判官。

胥　谅　学正，俱泰定四年①任。

注　释

①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年。泰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年号，１３２４—１３２７年。

汪福安　泰定中知州，德政感于民心，后人为之立碑。今入名宦祠。

丁　带　谯①人，吴山县知县，有诗十首。

注　释

①谯：地名。春秋陈国有谯邑，秦置谯县，东汉末置谯郡，隋初废，大业

及唐天宝时改亳州为谯郡。故地在今安徽亳县。

李天瑞　知州，至元二年①任，塑文庙圣贤像。

注　释

①至元二年：１３３６年。至元，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与元顺帝孛儿只

斤·妥飀帖睦尔皆有至元年号，此处应指元顺帝至元二年 （１３３６）。

·７９１·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蒲蔡天吉　学正，至元四年①任。

注　释

①至元四年：１３３８年。

秃儿迷失海牙　监州。

文昌祚　同知①。

注　释

①同知：宋时枢密院有知院事官，以同知院事为副；有知 门事官，以同

知 门事为副。又府州军的副贰有同知府事、同知州军事。元明沿用。清代府、

州以及盐运使设同知，府同知即以同知为官称，州同知称州同，盐同知称运

同。

药难老　判官。

王　彝　吏目，至元五年①任。

注　释

①至元五年：１３３９年。

明

蔡　祥　洪武中任知州。清廉爱民，州人称颂。今入名宦祠。

蒋良辅　洪武中任学正，教养有力，后历官①知府。今入名宦祠。

注　释

①历官：做官。历，经过、经历。

陈　俊　字秀依，江西新淦县①人，举人②。成化中任知州，爱民如子，

守己③廉静，去任④，民思慕之。今入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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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新淦县：县名。在江西省中部，因境内淦水得名。１９５７年改名新干县。

②举人：唐制为各地乡贡入京应试之通称，意即应举之人。明清则为乡试

考中者之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

③守己：洁身自爱，安守本分，不为外物所移。

④去任：离职，离任。

刘　
#

①　弘治中任知州，莅②政精明，百废修举③。

注　释

①2

（ｑǐ）：佩玉。此处为人名。

②莅 （ｌì）：临，从上监视着，统治。

③修举：修，整治；举，兴办，起来。

吴　玺　正德①中任知州，惠政及民，祷雨辄应，民思慕之。

注　释

①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

张　琦　正德中任知州，政善民安，刑清讼理。

李　暹①　大名②滑县③人，举人。嘉靖六年④任知州，才能卓异，为政爱

民，理冤狱，兴学校，凡有制度多所更定。今入名宦祠。

注　释

①暹 （ｘｉāｎ）：太阳升起。此处为人名。

②大名：府路名。五代汉乾元年 （９４８）改广晋府置府。治元城、大名

（今河北大名东）。北宋辖境相当今河北大名、魏县、成安、广平、威县、临

西、馆陶和山东临清市、夏津、冠县、莘县及河南内黄等地。元改为路，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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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移。明改为府，并移大名于今治。清辖境相当今河北大名及河南南乐、清

丰、濮阳、长垣及山东东明等市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③滑县：在河南省北部、卫河东岸，属安阳市。县人民政府驻道口镇。秦

置白马县。明改滑县。

④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嘉靖，明世宗朱厚趈年号，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

齐大鹏　嘉靖十五年①任同知，正直廉明，仁爱勤慎，催征不扰里甲，清

匀能厘②弊奸。今入名宦祠。

注　释

① 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

②厘：治，厘正。

秩　　官①

原设知州一员，同知一员，判官一员 （今裁），吏目一员，儒学学正一

员，训导三员 （今裁二员）。故关、香泉、陇安②三巡检司巡检各一员 （今俱

裁），阴阳、医学、僧道正司官全。

注　释

①秩官：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员。秩，官吏的俸禄。

②故关、香泉、陇安：故关，在今陕西宝鸡陇县固关镇；香泉，在今陕西

宝鸡陈仓区香泉镇；陇安，在今陈仓区新街镇。

知　州

　　明

孔克勋　 （山东曲阜县人，洪武三年任）

蔡　祥　 （洪武中任，见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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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执中　 （洪武中任）

马尧卿　 （北直①宛平县②举人，永乐中在任，有善政，后寄籍③陇州）

注　释

①北直：即北直隶，旧省名。明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洪武初建都

南京 （后改称 “京师”，永乐初复旧。今江苏南京市），以应天等府为直隶。

永乐初移都北京 （今北京市）后，又称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

相当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

②宛平县：秦蓟县地，唐分西界置幽都县，辽开泰二年改称宛平，取 《释

名·释州国》 “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广”之义。明、清均为京师顺天府治

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销，并入北京市。

③寄籍：长期离开本乡，以寄居之地为籍贯。别于 “原籍”而言。

郭舜民　 （宣德①中任）

张　干　 （正统②中任）

钱日新　 （景泰③初任）

迟　恭　 （景泰三年④任）

陈　俊　 （江西新淦县举人，成化中任，见名宦）

李　镛　 （成化中任）

钱　倡　 （成化中任）

注　释

①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号，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

②正统：明英宗朱祁镇年号，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

③景泰：明代宗朱祁钰年号，１４５０—１４５６年。

④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

曹　玺　 （成化中任）

黄　俊　 （成化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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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良　 （成化中任）

熊　经　 （成化中任）

刘　章　 （妫川①人，进士，弘治中任）

李　槐　 （弘治中任）

刘　
#

　 （弘治中任。见名宦）

黄　钺　 （弘治中任）

谭　溥　 （弘治中任）

官　伦　 （正德中任）

石　纵　 （正德中任）

徐　衍　 （正德中任）

吴　玺　 （正德中任。见名宦）

郭　元　 （正德中任）

孙　学　 （正德中任）

张　琦　 （正德中任）

杨　泽　 （嘉靖元年②任）

注　释

①妫 （ｇｕī）川：古郡名，即妫州。唐贞观八年 （６４３）改北燕州置。治怀

戎 （今涿鹿西南。长安中移治清夷军城，今怀来县东南旧怀来）。天宝年间改

妫川郡，后又改为妫州。辖境相当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怀来、怀安、涿鹿

及北京市延庆等县地。

②嘉靖元年：嘉靖为明世宗朱厚趈年号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嘉靖元年为１５２２

年。

杨廷瑞

李　暹　 （大名滑县人，举人，嘉靖六年任，见名宦）

阎　铠　 （嘉靖九年①任）

谯仕雄　 （嘉靖十一年②任）

张经纶　 （嘉靖十五年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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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朴　 （湖广④蕲州⑤人，举人，嘉靖十九年⑥任）

陈宗虞　 （嘉靖二十五年⑦任）

张德崇　 （广汉⑧人，嘉靖二十七年⑨任）

甄　伟　 （顺天府⑩固安县瑏瑡人，举人，嘉靖二十八年瑏瑢任）

陈元甫　 （顺天府举人，嘉靖三十年瑏瑣任）

注　释

①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

②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年。

③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

④湖广：湖广行省，元至元中置。以辖境兼及宋的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和

广南西路而得名。治武昌路 （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辖境相当今湖北长江以

北的小部分、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省，广西全区，广东自电白、茂名市以西

和贵州除北盘江流域以外的地区。明初北界扩展至今湖北省界，西部划归贵州

省，划出原广南西路地区另置广西省，但省名仍相沿不改。辖境相当今湖南、

湖北两省地。清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湖广分成湖南、湖北二省。

⑤蕲州：州、路、府名。南朝陈改罗州置。治齐昌 （隋改蕲春，今蕲春西

南蕲州镇西北，南宋移今蕲州镇）。唐辖境相当今湖北长江以北，巴河以东地

区。元改为路。明初改为府，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改为州。辖境相当今湖北长江

以北，蕲春以东地区。清不辖县。１９１２年废，改为蕲春县。

⑥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

⑦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

⑧广汉：郡名。汉高帝六年 （前２０１）分巴、蜀二郡置。治雒县乘乡 （今

四川金堂县东），东汉元初二年 （１１５）移治涪县 （今四川绵阳市东），后又移

治雒县 （今四川广汉市北）。西汉辖境相当今甘肃文县、陕西宁强二县和四川

广元市、剑阁、蓬溪以西，遂宁市、成都市新都区以北，什邡、平武以东地

区。其后渐小，隋开皇初废。

⑨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

⑩顺天府：明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改北平府置，建为北京。十九年定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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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改称 “京师”。治大兴、宛平 （今北京市）。辖今北京市、天津市海河以

北及河北长城以南，遵化市和唐山市丰南区以西，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以北

和文安大城县地。清中叶后辖境东部略小。１９１４年废。

瑏瑡固安县：在河北省中部，永定河流域，属廊坊市，邻接北京市。县人民

政府驻固安镇。西汉置方城县，隋改今名。

瑏瑢嘉靖二十八年：１５４９年。

瑏瑣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年。

张应宿　 （嘉靖三十六年①任）

石　银　 （云南举人，嘉靖三十七年任。均粮有功）

朱　閧

杨世卿　 （山西长子县②人，举人，隆庆元年③任）

严三省　 （山西汶水县④人，举人）

杨良材　 （山西蒲州⑤人，举人，万历元年⑥任）

张凤羽　 （山东汶上县⑦人，监生）

袁一翰　 （曲周⑧人）

崔　柄　 （山西永宁县⑨人，举人）

刘弼宽　 （山西安邑县⑩人，举人）

钱　浙　 （山东人，举人）

丁应时　 （山西安邑县人，举人）

谢应诏　 （广东人，举人）

万　选　 （四川泸州瑏瑡人，举人）

韩作楫　 （北直高阳县瑏瑢人，举人。俱万历中任）

注　释

①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

②长子县：在山西省东南部、浊漳河上游。属山西省长治市，县人民政府

驻丹朱镇。秦置县。

③隆庆元年：隆庆，明穆宗朱载篨年号。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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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汶水县：“汶水”当为文水之误。文水县，在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

缘。属吕梁市。县人民政府驻凤城镇。北魏置受阳县，隋改今名。因汾河支流

文峪河流经境内得名。

⑤蒲州：州、府名。北周明帝二年 （５５８）改泰州置州。治蒲坂 （隋改河

东、清改永济，今永济市西蒲州）。唐代辖境相当今山西永济、河津、临猗、

闻喜、万荣等市县及运城市西南部分地区。开元九年 （７２１）曾升为河中府，

旋仍为蒲州。乾元三年 （７６０）又升为河中府。明初复为蒲州，清雍正时升为

府。１９１２年废。

⑥万历元年：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

⑦汶上县：在山东省西南部，大汶河和京杭运河流贯。属济宁市。县人民

政府驻汶上镇。春秋为鲁中都邑。西汉置东平陆县，南朝宋改平陆县，唐改中

都县。金改今名，以汶河得名。

⑧曲周：县名。在河北省南部，滏阳河上游。属邯郸市。县人民政府驻曲

周镇。西汉置县，故治在今县东北，北宋移今治。

⑨永宁县：原为山西州名。明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改石州置。治今山西吕梁

市，不辖县。１９１２年改为县。

⑩安邑县：古邑名、县名。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相传夏禹建都于此。春秋

时魏绛自霍 （今山西霍州市西南）迁此。战国初为魏国都。公元前２８６年秦攻

魏，魏献安邑，即此。秦置县。北魏太和十一年 （４８７）改为北安邑县。

瑏瑡泸州：南朝梁大同中置。治江阳 （隋大业初改名泸川县，今泸州市）。

元至元中省州治泸川县。明清为直隶州，辖境相当今四川泸州市及泸县合江、

江安等县地。１９１３年废，改本州为县。

瑏瑢高阳县：在河北省中部，白洋淀西南，潴龙河流贯。属保定市。县人民

政府驻高阳镇。西汉置县，以在高河之阳得名。

王　默　 （北直清苑县①人，举人，天启②中任）

张其维　 （河南人，举人，崇祯③中任）

刘昌胤　 （北直雄县④人，举人）

王应翼　 （湖广人，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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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尔纯　 （山东费县⑤人，举人，崇祯八年⑥流贼攻城，竭力固守，吏目

王锡衮通贼，城陷不屈，自缢而死）

唐士彦　 （山东灵山卫⑦人，恩贡⑧，崇祯中任）

文应麟　 （广西兴安县⑨人，举人，崇祯中任，恢复州城，招集遗黎，抚

字⑩备至，以丁艰瑏瑡去）

注　释

①清苑县：在河北省中部、唐河流域。属保定市。因境内有清苑河 （府

河）得名。县人民政府驻清苑镇。北魏置县。

②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１６２１—１６２７年。

③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１６２８—１６４４年。

④雄县：在河北省中部、大清河中游、白洋淀以北。以雄山得名。属保定

市。县人民政府驻雄州镇。唐设归义县。五代周为雄州治。北宋改归信县。明

入雄州，后改县。

⑤费县：在山东省南部，?河流贯。属临沂市。县人民政府驻费城镇。春

秋为鲁费邑。西汉置县。以古费邑和费侯国得名。

⑥崇祯八年：１６３５年。

⑦灵山卫：在今山东省胶州市。明置灵山卫，清裁，城堡尚存。海中有灵

山岛，与灵山卫遥对。

⑧恩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明、清定制，凡遇皇室庆

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本年加贡一次作为恩贡。清代特许 “先贤”

后裔入监者，亦称 “恩贡”。

⑨兴安县：今广西桂林市兴安县。

⑩抚字：对子女爱护养育。旧时亦用以称颂官吏治理民政。

瑏瑡丁艰：犹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

国　朝①

州牧②为亲民长吏，居其位者效③其职：靖共有箴，旷?有戒④，某贤某

否⑤，例应书名前策，录迹简编，或为世劝，或为世惩。然而，当代诸公，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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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敢以轻论，姑置阙文⑥，留待后之评骘⑦，以昭信史⑧。世愈近而言愈谨，亦

《春秋》之志⑨也。《志》既成，陇之绅士耆旧⑩特来告余曰：“恶可已也。”州

志残毁五十余年，时易人亡，事莫可考，二三老朽略能记忆者十仅一二，各陈

见闻，悉蒙纂集。惟我历来贤公祖之事迹，及今不存方策瑏瑡，后代何以为征瑏瑢？

国初赵公瑏瑣，以迄冀公，岂乏流风瑏瑤善政？亦以前书未载，湮没瑏瑥无传，今日老

成凋谢，则竟忘之矣！谨自黄公以后，口碑犹存者，敢将事实录呈，愿悉载之

于篇，以示来兹。遂从舆论而存之，以备后之采择。

注　释

①国朝：封建时代称本朝为 “国朝”。

②州牧：官名。西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军政大

权，三国后州牧之名即废。把官吏治民比作牧人牧养牲畜，叫牧民。那么，治

民之官就被称之为 “牧”。

③效：效力，效劳。

④靖共有箴，旷?有戒：规劝谦恭敬岗，惩戒旷废职责。靖，谦恭；共，

通 “恭”，敬；箴，规谏、告诫；旷，荒废、耽误；?，旷废；戒，警告、戒

除。

⑤否 （ｐǐ）：恶，不善。

⑥阙文：缺疑不书或脱漏之文。

⑦评骘 （ｚｈì）：评定。

⑧信史：确实可信的历史。

⑨ 《春秋》之志：《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简史。相传孔子

依据鲁国史官所编鲁史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起于鲁隐公元年 （前７２２），终于

鲁哀公十四年 （前４８１），计２４２年。以 “纪元年，正时日月”而成为编年史

的始祖。《春秋》文字简短，相传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 “春秋笔法”。志，

志向、心意，可引申为思想、精神。

⑩耆 （ｑí）旧：耆，古称六十岁曰耆，亦泛指老。耆旧，年高而久负声望

的人。

瑏瑡方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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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征：验证，证明。

瑏瑣赵公：连同后面提到的黄公、冀公，即下文要介绍的赵汶、黄云蒸和冀

景明。

瑏瑤流风：遗风。指先代流传下来的好风气。

瑏瑥湮 （ｙāｎ）没：沉没，埋没。

赵　汶　 （山西岳阳县①人，恩贡，顺治②中任）

　事　实　 （无征）

李奎蕴　 （北直静海县③人，举人，顺治中任）

　事　实　 （无征）

金之俊　 （顺天大兴县④人，拔贡⑤，顺治中任）

　事　实　 （无征）

张永福　 （汉军正黄旗⑥人，贡士⑦）

　事　实　 （无征）

冀景明　 （山东曲阜县⑧人，举人，顺治中任）

　事　实　 （无征）

注　释

①岳阳县：岳阳，古地区名。

②顺治：清世祖福临年号，１６４４—１６６１年。

③静海县：在天津市西南部，邻接河北省。县人民政府驻静海镇。金置静

海县，元并入会川县，寻复置。明改今名。１９７３年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市。

④大兴县：今为大兴区。在北京市南部，邻接河北省。秦置蓟县，辽初改

蓟北县，后改析津县。金改大兴县。１９２８年隶河北省。１９５８年复划归北京市，

２００１年设区。区人民政府驻兴丰街道。

⑤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明崇祯八年 （１６３５）始

行，通考府、州、县学廪生，各取一人，贡入国子监。清制，初定六年一次，

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两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

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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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汉军正黄旗：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明万历二十九

年 （１６０１），努尔哈赤在 “牛录制”的基础上初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

四十三年 （１６１５），增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并称前建

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每旗下辖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凡满

族成员分隶各佐领，平时生产，战时从征。皇太极时，又将降服的蒙古人和汉

人编为 “八旗蒙古”和 “八旗汉军”，与 “八旗满洲”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

体。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对推动满族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

人民的统治，其生产职能日趋缩小。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八旗军队后与绿营兵

共同构成清代统治阶级统治全国的工具。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在某些地区，八

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至清末。凡八旗成员通称 “旗人”，与州县所属

“民人”以不同形式同受清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役使，但享受某些特权。汉军正

黄旗，即汉军八旗之一。

⑦贡士：古代向最高统治者荐举人员的制度。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后，成

为对举子的一种称谓。宋制，凡解试合格，贡送礼部的举人，通称 “贡士”。

明、清时，会试考中者为贡士，殿试赐出身者为进士。

⑧曲阜县：今为曲阜市。在山东省南部，济宁市代管。市人民政府驻鲁城

街道。周为鲁国郡。秦置鲁县，历为薛郡、鲁郡、任城郡治。隋改曲阜县。

１９８６年改设市。《续汉书·郡国志》：“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

里。”曲阜因此而得名。

黄云蒸　 （福建惠安县①人，壬辰②进士，顺治十四年③任）

　事　实　整纲饬④纪，百废俱兴，启建衙署，筑葺⑤城垣，残破流离⑥之

后，力为振兴，闾阎⑦自此日有起色。

注　释

①惠安县：在福建省东南部沿海，属泉州市。县人民政府驻螺城镇。北宋

置县。

②壬辰：指清顺治九年，即１６５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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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

④饬 （ｃｈì）：整顿，整治。

⑤葺 （ｑì）：修补。

⑥流离：转徙离散，流落。

⑦闾阎：本指里巷的门，借指里巷。这里指州城的面貌。

翁世庸　 （浙江钱塘县人，丙辰①进士，康熙四年②任）

　事　实　惠爱百姓，教育士子。康熙十三年③，忽遭吴逆④变乱。伪总

兵⑤蔡元攻陇，城陷，执官夺印，威逼胁从，仓库驿马，一时俱失。延数日，

贝勒王⑥帅穆将军至，贼众引却，依山据险，我兵奋击至夜，蔡元度不能胜，

引贼逃遁，公得乘间投归。士庶感其德泽，哀诉军前。总统⑦会同督抚⑧交章⑨

题疏⑩，力请仍理州事，奉文瑏瑡另补。民到于今思之。

注　释

①丙辰：指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即１６１６年。

②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

③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

④总兵：官名。明代为差遣名称，无品级、无定员。遇有战事，总兵官佩

将印出兵，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清因之，各省置提督，为地方武职最

高长官，下分设总兵副将等官。

⑤吴逆：指吴三桂 （１６１２—１６７８）。吴为明清之际扬州高邮 （今属江苏）

人，辽东 （治今辽宁辽阳市）籍，字长伯。武举出身，以父荫袭军官。明末

任宁远总兵，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李自成克北京，招他归降。不从，反致

书多尔衮，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为清兵先驱，镇压陕西、四川等地农

民起义军。后会同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地区，杀明永历帝。旋奉命镇守云南，

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势力。圣祖为加强统一，下令撤藩。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

举兵叛乱，自称周王。十七年在衡州 （治今湖南衡阳市）称帝，国号大周，

建元昭武。不久病死。其孙吴世继位，旋为清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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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贝勒王：贝勒，满语音译。清朝的封爵名。原为满族贵族的称号，附属

为 “贝子”，其尤尊者称和硕贝勒。清崇德元年 （１６３６）定封爵，置贝勒于亲

王、郡王下。崇德以前的贝勒，实即后来的亲王。

⑦总统：总揽、总管的意思。这里指此役的战场最高指挥官。

⑧督抚：督，大将；抚，巡抚的简称。一为军职，一为地方长官。

⑨章：奏章。

⑩疏：条陈，专称书面向皇帝陈述政见为疏。

瑏瑡奉文：接受上级文书。

于翔汉　 （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康熙十三年①任）

　事　实　才能卓越。时贼西遁，王师已过关，去未及数日，李黄莺寻复

绕踞关山顶，伐树塞路，扼据险要。周总督、佟将军、达将军等屯兵咸宜关，

相持日久，不能取路。三年之间，田地荒芜，人民逃散。公能以一身支应兵

马，捍御民患，保复疮痍。后上宪②嘉③其伟绩，题迁④凤翔府太守。感德碑尚

存。

注　释

①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

②上宪：上级。这里指朝廷委驻行省的高级官员。

③嘉：嘉奖。

④题迁：题名 （于翔汉）升任 （凤翔府太守）。

杨于宸 　 （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康熙十六年①任，以丁艰去）

　事　实　 （未详）

注　释

①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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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

　 （江南①凤阳县②人，辛丑③进士，康熙二十二年④任）

　事　实　温厚儒雅，省刑薄敛，著有 《揖山阁诗集》，以丁艰去。

注　释

①江南：古省名。清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改明南直隶置。治江宁府 （今南

京市）。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分为江苏、安徽二省，但此后习惯上仍合称这二省

为 “江南”。

②凤阳县：在安徽省中东部、淮河南岸。属滁州市。县人民政府驻府城

镇。秦置钟离县，明改临淮县，并析置凤阳县。因县城位于凤凰山之南得名。

③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即１６６１年。

④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

王　鹤　 （河南孟津县①人，监生，康熙二十八年②任）

　事　实　听讼明决，民无冤抑。

注　释

①孟津县：在河南省西部，北临黄河。以古孟津 （黄河渡口）得名。属

洛阳市。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古为孟津渡。秦设平阴县，三国改称河阴县，

隋并入洛阳县，北宋移置清河县，金改孟津县。

②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

张彦瞞　 （江南徐州①人，贡监，康熙三十九年②任）

　事　实　详革陋规，不畏强御。时四十一年③，转运西粮，他邑疲于奔

命，公能力请协济，陇民疾苦独苏。升任平凉④司马⑤。民立坊以思之。

注　释

①徐州：州、路、府名。辖境相当今江苏长江以北和山东西南部地区。东

汉治郯 （今山东郯城），三国魏移治彭城 （今江苏徐州市）。东晋初失淮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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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南迁。后得淮北，义熙七年 （４１１）乃分淮北为北徐州，治彭城；淮南仍

为徐州，治京口 （今江苏镇江市）。南朝宋永初二年 （４２１）又改徐州为南徐

州；北徐州为徐州。东晋、北朝以后辖境缩小。元至正时升为徐州路。不久降

为武安州。明洪武初复改徐州。清雍正时升为府，并置铜山县为治所。辖境相

当今江苏新沂市、宿迁市、睢宁以西、以北和安徽濉河以北地区。１９１２年废。

②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

③四十一年：指清康熙四十一年 （１７０２）。

④平凉：府名。金升渭州置。治平凉 （今平凉市），辖今甘肃平凉、华

亭、崇信及宁夏泾源等市县地。明扩大，东至今甘肃泾川、镇原，西至庄浪、

静宁，兼有今中宁南部以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清初略小，同治后仅有今平

凉、静宁、华亭及宁夏隆德等市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⑤司马：同知、通判的别称。

纪人龙　 （直隶东明县①人，乙丑②进士，康熙四十二年③任）

　事　实　清净廉洁，惠爱慈祥，惜其半载升遐④，民为堕泪。

注　释

①东明县：在山东省东南部、黄河南岸、邻接河南省。属菏泽市。县人民

政府驻城关镇。西汉为东昏县，王莽改东明县，后废。北宋复置，故址在今河

南省南考县境。金移置东明县。１９６３年由河南省划归山东省。

②乙丑：指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

③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

④升遐：亦称 “登遐”，升天。这里指死亡。

屠　沂　 （湖广孝感县①人，甲戌②进士，康熙四十三年③任）

　事　实　政治宽和，听断明敏。是年④八月三十日，陇地大震，压死男

女千口，详请赈恤，民赖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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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孝感县：即今孝感市孝南区，在湖北省中东部。南朝宋置孝昌县，五代

后唐改孝感县。以孝子董永 （一说董黯）为名。１９８３年改设市。１９９３年升设

地级市，原县级孝感市改置孝南区。地处鄂北山地与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瞚

水、汉北河流贯。

②甲戌：指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年。

③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

④是年：指康熙四十三年。

宜思让　 （汉军正白旗人，荫监生①，康熙四十四年②任）

　事　实　洗心③矢④慎，修理文庙，通详八则，条陈利弊。

注　释

①荫监生：凭借上代余荫取得资格的监生。这个制度又叫 “荫监”。由汉

代的任子制度继承而来。亦有各种不同名目。明代凡按品级取得的称为 “官

生”，不按品级而由皇帝特给的称为 “恩生”。清代凡现任官员或遇庆典给与

的称为 “恩荫”，由于先代殉职而给与的称为 “难荫”，通称 “荫生”。名义上

是入监读书，事实上只须经过一次考试即可给与一定官职。

②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

③洗心：洗濯邪恶之心。也指荡涤心中杂念。

④矢：正直，端正。

罗彰彝　 （浙江钱塘县人，贡监，康熙五十年任）

　事　实　存心仁恕，节用爱人，不取火耗①，民乐输将②，捐建公署，

手辑州志，雪赤沙里③冤狱强喜等二十一人。

郡　人　阎趝　张仕俊　马锡庶　李枝秀　阎御录　李宫植　张兴　韩钦

　李守宪　毛威　杨显德　王奉先　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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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火耗：明清弥补所征赋税银两熔铸折耗的加征。明中叶行一条鞭法，田

赋多征银，州县以所征零碎银两照规定成色熔化成锭上交有折耗，另征火耗。

改熔所耗不过百分之一二，而收火耗达百分之二三十。清雍正时，火耗列为正

税，存留地方备用。除田赋外，其他捐税中也有火耗名目。

②输将 （ｊｉāｎｇ）：运送。

③赤沙里：今陕西陈仓区赤沙镇。

同　 知

　　明

王　愚　 （正统中任）

宋　宁　 （滦州①人，正统中任）

张　贤　 （景泰四年②任）

严　春　 （成化中任）

张　
%

　 （进士，前刑部主事③，左迁④，成化四年⑤任）

顾　贤

岳　祯　 （成化中任）

刘　蓒

耿　灿　 （沧州⑥人，举人，弘治中任）

刘　钦　 （弘治中任）

蔺　显　 （弘治中任）

张　福

朱　学

刘　镗

王良辅

马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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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寿　 （嘉靖中任）

齐大鹏　 （湖广黄冈⑦人，见名宦）

顾宗礼

王　珂

陈汉泗　 （陵阳⑧人）

张　镐

官　禄

于待化

吕克明　 （嘉靖中任）

王秉廉　 （嘉靖中任）

靳　悦　 （安邑县人）

李宗才　 （隆庆中任）

吴良亿

李时芳

赵　麓

吉天恩

张禹功

梁聘孟

顾兆庆

和德化

王　溥

朱应蛟　 （俱万历中任）

陶昌龄　 （会稽⑨人，崇祯三年⑩任）

薛应芳　 （武进人，城陷死于刃）

恽绍美　 （武进瑏瑡人，修复州城，抚养残黎，有功于陇）

张应选　 （山西繁峙县瑏瑢人）

张献忠　 （山东灵山卫人，俱崇祯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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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滦州：契丹天赞二年 （９２３）分平州地以定州俘户置，因滦河得名。治

义丰 （今滦县）。辖境相当今河北滦县、滦南、乐亭等地。明洪武初废义丰县

入州。清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

②景泰四年：１４５３年。

② 主事：官名。汉代光禄勋属官有主事。北魏于尚书诸司设主事令史。

隋于诸省又各设主事令史。炀帝三年省令史名称，只称主事，每十令史设一主

事。唐以后沿置。明废中书省，六部各设主事，职位次于员外郎。清沿置。

④左迁：降职。

⑤成化四年：１４６８年。

⑥沧州：北魏熙平二年 （５１７）分瀛、冀二州置。治饶安 （今河北盐山西

南）。唐移治清池 （今沧县东南）。辖境相当今河北海河以南，天津静海、河

北青县、泊头市以东，东光及山东宁津、乐陵市、无棣以北地区。宋后辖境有

变动。元延初移治长芦镇，即今沧州市。明初以州治清池县省入。清雍正后

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滨海带河自古为主要产盐区。

⑦黄冈：在湖北省东部，长江北岸。以黄岗山得名。辖黄州区和红安、罗

田、浠水、蕲春、黄梅、英山、团风七县，代管麻城、武穴二市。市人民政府

驻黄州区。秦置邾县，南朝宋废。齐置南安县，隋改黄冈县，为黄州治。元为

黄州路治，明清为黄州府治。１９９０年由黄冈县改设黄州市。１９９５年升设地级

市，改今名，原黄州市改置黄州区。地处长江沿江平原，北部属大别山山地。

⑧陵阳：地名。汉置县。以晋成帝杜皇后讳 “陵”，咸康四年 （３３８）改

为广阳。故城在安徽青阳县南。

⑨会稽：古、旧县名。隋开皇九年 （５８９）置。治今浙江绍兴市，历为吴

州、越州及会稽郡治所。唐以后至清与山阴县同为越州、绍兴府、绍兴路治

所。１９１２年与山阴县合并为绍兴县。

⑩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

瑏瑡武进：在江苏省常州市南部，长江、太湖和蟢湖之间，京杭运河斜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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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置毗陵县，西晋改晋陵县，唐分置武进县，１９９５年改设市，２００２年改设

区。

瑏瑢繁峙县：在山西省东北部、恒山和五台山之间、滹沱河上游，邻接河北

省。属忻州市。县人民政府驻繁城镇。西汉置褅人县，治今浑源县西南，晋移

治繁峙县，明改今名。

国　朝

宋建昌　 （晋州①饶阳县②人）

线应选　 （辽东③宁远④人）

孙芳桂　 （宣府⑤万全右卫⑥人）

颜伯润　 （恩监，曲阜复圣⑦裔）

周龙舒　 （江西人，康熙四年⑧任）

徐　?　 （江南人，康熙十年⑨任）

韩维新　 （辽阳⑩人，康熙十四年瑏瑡任，后升南郑县瑏瑢知县）

于　砲　 （山东新城县瑏瑣人，监生，康熙十九年瑏瑤任）

宋　庭　 （江南怀远瑏瑥人，监生，康熙二十二年瑏瑦任）

张仕治　 （直隶彭城瑏瑧人，吏员瑏瑨，康熙三十二年瑏瑩任）

郑维汉　 （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康熙四十年瑐瑠任）

黄士瞡　 （汉军镶白旗人，官生瑐瑡，康熙四十六年瑐瑢任）

注　释

①晋州：蒙古成吉思汗十年 （１２１５）置。治鼓城 （今晋州市）。辖境相当

今河北晋州市和安平、饶阳、武强等县地。清雍正后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

②饶阳县：在河北省中南部、滹沱河流域。以在饶河之阳得名。属衡水

市。县人民政府住饶阳镇。战国赵饶邑，西汉置县。

③辽东：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④宁远：卫、州名。明宣德三年 （１４２８，一说宣德五年）置卫。治今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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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城市，为明代山海关外的重要军事据点。清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改为州。１９１３

年改为县。次年又改名兴城。

⑤宣府：地名。元上都路顺宁府，明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改置宣府左、

右、前三卫，隶属北平都指挥使司；永乐七年 （１４０９）直隶京师，置总兵坐

镇，称宣府镇。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经此地直入北京。清康熙三十

二年 （１６９３）改置宣化府。１９１３年裁府，留府治宣化县。其地在今河北省宣

化县。

⑥万全右卫：万全，县名。在河北省西北部、洋河流域、外长城内侧。属

张家口市。汉上谷郡宁县地，明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置德胜堡，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移万全右卫治此。清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改置万全县，属宣化府。

１９５８年曾并入怀安县，１９６１年恢复设置。

⑦复圣：指孔子学生颜渊 （名回，字子渊），他曾被封建统治者尊为 “复

圣”。

⑧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

⑨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

⑩辽阳：在辽宁省中部、太子河中游。属辽阳市。辽置县，清为辽阳州，

１９１３年改县，１９６８年并入辽阳市。１９８０年复设县。以县治在小辽水之阳得名。

瑏瑡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

瑏瑢南郑县：在陕西省西南部，汉水上游，邻接四川省，属汉中市。县人民

政府驻城关镇。秦置县。

瑏瑣新城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山东新城县有两处：一为南朝宋

置，后魏因之，在今山东临淄县地；一为元以长山县之驿台地置，明清皆属济

南府。民国改为桓台县。

瑏瑤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年。

瑏瑥怀远：县名。在安徽省北部、淮河沿岸，涡河流贯。属蚌埠市。县人民

政府驻城关镇。南宋置荆山县和怀远军，元废军，改荆山县为怀远县。

瑏瑦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

瑏瑧彭城：指彭城镇，在今河北省磁县西，清代曾设州判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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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吏员：古代地方政府中的小官。清时凡书吏六年任满，得以吏员就职入

仕。

瑏瑩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

瑐瑠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

瑐瑡官生：明清监生名目之一。相对于民生而言。明代的官生，包括在国子

监学习的品官子弟、勋戚子弟以及云南、四川等地的土司子弟，日本、琉球、

暹罗等国的海外学生。清代的官生，包括文武品官子弟、宗室、觉罗子弟以及

琉球、俄罗斯留学生。

瑐瑢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

判　　官

　　明

吴　德

杨　休

吴　能　 （景泰中任）

吴　郭　 （天顺①中任）

蒋　勤　 （天顺中任）

程　文　 （成化中任）

倪　焕　 （成化中任）

蒋　容

?　宽

孟　贤

萧容一　 （弘治中任）

吴　聪

赵　砲　 （正德中任）

刘　甫

张廷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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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瓒

周廷佐

邢　道

汤志孟

刘　蠫　 （曲阳②人）

乔　梓　 （嘉靖中任）

田　有　 （嘉靖中任，以后裁）

注　释

①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年。

②曲阳：县名。在河北省中西部，大沙河流经境内，属保定市。县人民政

府驻恒州镇。秦置曲阳县，西汉为上曲阳县，北齐复改曲阳县。取太行之阳转

曲处为名。

吏　　目

　　明

戴　祥

夏　钦

李　奈　 （正统中任）

陈　瑞　 （景泰六年①任）

张　纲　 （成化中任）

李　春

冷　时　 （弘治中任）

蒋　癉　 （弘治十二年②任）

司灵凤

李继贤

陈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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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冕　 （古阝?人）

李　桐

沈崇表

王　化　 （嘉靖中任）

卢凤仪

王宗召

程　第

亢　琏

王时聘

解应时　 （监生）

张应科　 （监生）

孙　仪

詹应亨　 （万历中任）

王　亨

李　缜

何嘉献　 （南直③人）

王世廉

王鹤鸣　 （曲周人。俱万历中任）

桂廷兰

杜明道　 （汾阳④人，崇祯中任）

徐庆新　 （诸城⑤人）

刘　赤　 （湖广人）

向　让　 （荆州府⑥人）

王弘业　 （平阳府⑦人）

王锡衮　 （兖州府⑧人，通贼，陷城，杀戮焚劫甚惨，贼退复来投归。洪

总制⑨以大义责之，囚死狱中）

李　昌　 （河南人）

杨良玉　 （六安州⑩人，俱崇祯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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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年。

②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年。

③南直：明洪武初建都南京 （今江苏南京市），以应天等府为直隶。永乐

初移都北京 （今北京市）。后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简称南直，相当今江

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

④汾阳：在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缘，汾河支流文峪河流贯。属吕梁

市。秦置兹氏县，晋改隰城县，唐改西河县，明改汾阳县。以在汾水之阳得

名。１９９６年改设市，市人民政府驻太和桥街道。

⑤诸城：在山东省东部，潍河上游。西汉置东武县，隋改诸城县。１９８７

年改设市，市人民政府驻密州街道。

⑥荆州府：元至正二十四年 （１３６４）朱元璋改中兴路置。治江陵 （今荆

州市荆州区）。清辖境相当今湖北宜都市至监利间的长江流域。１９１２年废。

⑦平阳府：北宋政和六年 （１１１６）升晋州置府。治临汾 （今临汾市）。辖

境相当今山西临汾、洪洞、浮山、霍州、汾西、安泽等市县地。元初改为路，

大德时改名晋宁。明初复为平阳府，辖境略有扩大。１９１２年废。

⑧兖州府：明洪武十八年 （１３８５）升兖州置。治滋阳 （今山东兖州市）。

清辖今山东运河以东 （济宁市除外），蒙山、抱犊崮以西，大汶河以南及黄河

北岸的阳谷等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⑨洪总制：指洪承畴 （１５９３—１６６５）。洪为明清之际福建南安人，字彦演，

号亨九。明万历进士。崇祯时任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

镇压农民起义。后调任蓟辽总督，抵御清兵。崇祯十四年 （１６４１）率八总兵、

十三万人，与清军在松山 （今辽宁锦州南）会战，大败。次年松山陷落，被

俘至沈阳，降清，隶汉军镶黄旗。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从清军入关，次年至南

京，总督军务，镇压江南抗清义军，杀害黄道周、夏完淳等。十年 （１６５３），

受命以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武英殿大学士，经略湖广、两广、滇黔，镇压各部农民军。至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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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９），攻占云南后回北京。清圣祖继位后退职。卒，谥文襄。

⑩六 （ｌù）安州：北宋政和八年 （１１１８）置军。治六安 （今六安市）。辖

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市县。元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降为县，后改为州。明洪

武四年 （１３７１）省附郭六安县入州。清雍正初升为直隶州。１９１２年废，改本

州为县。

国　朝

侯祺昌　 （大谷①人）

张其志　 （内黄②人，俱顺治中任）

于治乐　 （北直人，康熙五年③任）

王命新　 （浙江绍兴人，康熙十三年④任）

方　捷　 （顺天宛平人，康熙十六年⑤任）

朱　轼　 （河南祥符⑥人，康熙三十五年⑦任）

杨　阳　 （顺天宝坻⑧人，康熙四十六年⑨任）

章时隆　 （顺天大兴人，康熙五十一年⑩任）

注　释

①大谷：即 “太古”，山西晋中市辖县。

②内黄：县名。在河南省北部、卫河上游，邻接河北省。属安阳市。战国

魏黄邑。西汉置县。因陈留郡有外黄县，故加 “内”字。

③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

④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

⑤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

⑥祥符：旧县名。北宋大中祥符二年 （１００９）改浚仪县置，以年号为名。

治与开封县 （明废入祥符）同城，在今开封市。与开封同为开封府、汴梁路

治所。１９１３年改名开封。

⑦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年。

⑧宝坻：在天津市北部，邻接河北省。潮白新河、蓟运河流贯。金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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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年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市。２００１年改设区。区人民政府驻宝平街街道。

⑨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

⑩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

学　　正

　　明

蒋廷辅　 （见名宦）

沈　益　 （正统中任）

高　峻　 （天顺中任）

王　珂　 （弘治中任）

王永康　 （成化中任）

何凤麟

廉　济

高　奎　 （正德中任）

左　龙

何　銮

萧　辂　 （嘉靖中任）

王大经　 （嘉靖中任）

要思齐　 （隆庆中任）

陈　策　 （万历九年①任）

胡廷正

粟　奎

王道先

陈尚志

吕应元

任　忠

乔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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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思　 （俱万历中任）

注　释

①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

国　朝

张冲光　 （顺治二年①任）

周道东　 （顺治四年②任）

薛胤昌　 （顺治八年③任）

苏万邦　 （顺治十年④任）

黄恩大　 （顺治十四年⑤任）

杨若桂　 （顺治十五年⑥任）

王珍汝　 （顺治十八年⑦任）

郜藩周　 （临洮⑧人，岁贡⑨，康熙三年⑩任）

孙经天　 （富平瑏瑡人，举人，康熙十年任）

鲁之眷　 （西安瑏瑢人，举人，康熙十三年任）

任名世　 （临洮卫瑏瑣人，岁贡，康熙十六年任）

胡翼猷　 （咸宁瑏瑤人，举人，康熙二十二年任）

杨期生　 （长安瑏瑥人，举人，康熙二十九年瑏瑦任）

吴　碧　 （凉州瑏瑧人，选贡瑏瑨，康熙三十二年任）

宋懋德　 （泾阳瑏瑩人，举人，康熙三十四年瑐瑠任）

郭述璞　 （长安人，举人，康熙四十四年瑐瑡任）

注　释

①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

②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

③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

④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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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

⑥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

⑦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

⑧临洮：县名。在甘肃省东部、洮河沿岸。以县城临洮水得名。属定西

市。秦置狄道县，为陇西郡治。金置临洮府，清改狄道州。１９１３年复改狄道

县，１９２８年改临洮县。

⑨岁贡：亦称 “常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明、清两

代，一般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读书，因称 “岁

贡”。以食廪年深者挨次升贡，故又称 “挨贡”。

⑩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

瑏瑡富平：县名。在陕西省中部，属渭南市。县人民政府驻窦村镇。秦频阳

县地，三国魏置富平县。治所屡有迁徙，明初移今治。地处渭河平原北部，农

业发达。

瑏瑢西安：府名。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改奉元路置。治长安、咸宁 （今西

安市），辖境相当今陕西彬县、周至以东，铜川市、韩城市以南，镇安、山阳、

商南以北；清代缩小，相当今周至、铜川市、渭南市、宁陕间地。１９１３年废。

瑏瑣卫：明代军事编制名称，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一般驻地在某地即称

某卫。后相沿成为地名。清初承明制，后裁撤。

瑏瑤咸宁：旧县名。唐天宝七载 （７４８）改万年县置。治与长安县同城，在

今陕西西安市。乾元初又改万年。北宋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改樊川，金复改咸

宁。１９１４年并入长安。

瑏瑥长安：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部、渭河平原南缘、秦岭北麓。西汉置县，

２００２年改区。区人民政府驻韦曲街道。

瑏瑦选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明制，于岁贡之外考选学

行兼优者充贡，因有此名。清代定拔贡、优贡之制，亦即由此而来。

瑏瑧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

瑏瑨凉州：州、卫、府名。西汉武帝置凉州，为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

陇县 （今甘肃张家川）。辖境约相当今甘肃、宁夏、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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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吴起、凤县、略阳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建安十八年 （２１３）并入雍州。

三国魏文帝复置移治姑臧 （今甘肃武威市）。魏晋后辖境缩小，只限于今甘肃

黄河以西大部。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北凉皆在此建国。唐时辖境仅及今甘肃

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公元８世纪后期至９世纪中叶曾属吐蕃。北宋天圣

六年 （１０２８）地入西夏，改称西凉府。元降为西凉州。明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

改为凉州卫。清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改为府。治武威 （今武威市）。辖境相当今

甘肃武威、金昌、永昌、民勤、天祝、古浪、永登等市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瑏瑩泾阳：在陕西省中部、泾河下游。属咸阳市。西周为泾阳邑，西汉置池

阳县，前秦析置泾阳县。以在泾水之阳得名。

瑐瑠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

瑐瑡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

训　　导

　　明

彭　程　 （正统中任）

翟汝舟　 （正统中任）

杜　桓　 （景泰中任）

詹　光　 （成化四年①任）

任　方

万　安　 （俱成化四年任）

陈　宣

张伯荣

赵　惠　 （俱成化中任）

钱　浩

张　颂　 （俱弘治中任）

林文器

王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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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盈　 （正德中任）

赵　璞　 （正德中任）

阎大经

胡　健

齐维缙

徐九畴

黄　门

庞　畿

罗舜官　 （旌阳②人）

费　隐

何顺矩

袁九功

侯万里

赵　元

陈民情　 （俱嘉靖中任）

张廷试

杨　严　 （隆庆三年③任）

康　汉　 （隆庆五年④任）

李普伦

边时燕

魏可久

张　云

王朝用

胡汝为

赵天叙

贾　奇

曹进忠

孟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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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新

薛力学

邢养恒

王　佐

胡　爝

赵应征

朱　珂　 （俱万历中任）

陈　完

阎敏讲　 （俱天启中任）

蘧⑤汝弘　 （崇祯中任）

钱　峻　 （崇祯中任，城陷死刃）

注　释

①成化四年：１４６８年。

②旌阳：县名。三国吴置。晋属南郡，南朝宋废。故地在今湖北枝江一

带。

③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

④隆庆五年：１５７１年。

⑤蘧：读作 “ｑú”。

国　朝

甘作霖　 （顺治四年①任）

杨攀桂　 （顺治八年②任）

丘维周　 （顺治十二年③任）

朱光祚　 （顺治十四年任）

宋师翰　 （顺治十七年任）

王廷　 （高陵④人，岁贡，康熙二十一年⑤任）

董维翰　 （延长⑥人，岁贡，康熙三十一年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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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义　 （高陵人，岁贡，康熙五十二年任）

注　释

①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

②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

③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

④高陵：县名。在陕西省中部、泾河下游。属西安市。县人民政府驻鹿苑

镇。秦置高陵县，三国魏改高陆县，隋复改高陵县。县南有奉政原，高四五

丈，高陵之名由此。

⑤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

⑥延长：县名。在陕西省北部、延河下游，东隔黄河邻接山西省。属延安

市。县人民政府驻七里村镇。西魏置广安县，隋改延安县，唐改延长县，取

“延水长流入河 （黄河）”之意。

⑦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

武　　备①

明

关山旧设民壮五十名，把守隘口，以防不虞②。崇祯七年③闰八月，流寇

破城，杀戮焚劫殆尽。十一年④九月，总制洪承畴恢复州城，设马步战守官兵

二千员名，随营提调；后奉经制⑤，止额马步战守官兵五百员名，防守陇州关

山各隘口。

姜　洪　 （指挥⑥，凤翔守御千户所⑦人。崇祯二年⑧，委任驻扎关山分水

岭⑨）

吴弘器　 （陕西靖边卫⑩人，武举。崇祯十年瑏瑡委任移驻州城，增修城池，

盗息民安）

刘天禄　 （游击瑏瑢，榆林卫瑏瑣人。崇祯十年任，驻守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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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之英　 （游击，富平县人。崇祯十一年任，驻守州城）

注　释

①武备：军备。

②不虞：没有意料到的事情。

③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

④十一年：指崇祯十一年，即１６３８年。

⑤经制：治国的制度。此指规制。

⑥指挥：官名。辽代置。明、清沿元制于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置指挥、副

指挥，掌坊巷有关治安之事。明各卫的指挥使亦简称 “指挥”。

⑦千户所：千户，官名，金代置，为世袭军职，隶属于万户。元代相沿，

其军制设千户为千夫之长，亦隶属于万户。驻于各县者，分属诸路万户府，设

千户所统领百户所。明代卫所兵制亦设千户所，驻重要府州，统兵一千一百二

十人，分为十个百户所，统隶于卫。清代于东北、西北及西南少数民族土官中

亦置。

⑧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

⑨关山分水岭：古大震关所在处。

⑩靖边卫：行政区划名。在陕西省西北部、无定河支流芦河上游，邻接内

蒙古自治区。明设靖边营，清改县。以靖边堡得名。今属榆林市辖，县人民政

府驻张家畔镇。

瑏瑡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

瑏瑢游击：官名。清代绿营兵统兵官。位次于参将，分领营兵。

瑏瑣榆林卫：行政区划名。明成化七年 （１４７１）置，为长城线上军事重镇，

治榆林堡 （今陕西榆林市），徙延绥镇来治，为防御河套蒙古要地。清雍正二

年 （１７２４）废卫入绥德州。八年 （１７３０）置府，治榆林 （今市）。辖境相当今

陕西横山、佳县以北，长城以南地区。１９１３年废。

长宁驿①路据险要。成化九年②，特将武功县③东旧驿改建于此。原设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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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招募民壮军八十九名。

俞　谅　 （长宁驿百户，浙江长兴④人，洪武三十二年⑤任）

俞　砲　 （谅子）

俞　宗　 （砲孙）

俞　旭　 （宗子）

俞咨舜　 （旭子）

俞世卿　 （咨舜子。此后裁）

国朝设立驿丞。

傅性敏　 （湖广人，康熙二十五年⑥任，新设起）

李长年　 （北直人，康熙三十八年⑦任）

杨景昂　 （山阴⑧人，康熙五十一年⑨任）

注　释

①长宁驿：州西１１０里，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镇。

②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年。

③武功县：在陕西省中部、渭河北岸。属咸阳市。县人民政府驻普集镇。

秦置武功县，以武功山得名。

④长兴：县名。在浙江省西北部东濒太湖，邻接江苏、安徽两省。属湖州

市。县人民政府驻雉城镇。西晋置长城县，五代吴越改今名。

⑤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 （１３９９），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废除建文年号，

以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

年 （１５９５）恢复建文年号。这里用洪武三十二年，当是治袭旧志之故。

⑥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

⑦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

⑧山阴：县名。有二：一在山西省北部、恒山北麓、桑干河上游，辽设河

阴县，金设山阴县，今属朔州市，县人民政府驻岱岳乡；二在浙江会稽山之

阴，秦置县，隋改会稽郡，１９１２年改名绍兴。此处言 “山阴”者，不知确指。

⑨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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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朝

关山营设游击一员，带领千总①、把总②分防汛守；马战兵一百四十七名，

步战兵三十名，守兵七十三名，马一百四十七匹。

　　游　击

李应选　 （山西沁水县③人，顺治四年④任）

宿近薇　 （辽东人，顺治十三年⑤任）

王孝忠　 （山西大同⑥人，顺治十六年⑦任）

李尚宗　 （辽东人，顺治十七年⑧任）

白可爱　 （延安人，康熙五年⑨任）

冯光先　 （平凉人，康熙十二年⑩任）

王国栋　 （汉军正红旗人，康熙十三年瑏瑡任）

崔　耀　 （甘州瑏瑢人，康熙十八年瑏瑣任）

马成功　 （辽东人，康熙二十三年瑏瑤任）

许　胜　 （北直大兴人，康熙二十七年瑏瑥任）

王克选　 （北直宛平人，康熙三十七年瑏瑦任）

许　明　 （北直大兴人，康熙四十三年瑏瑧任）

注　释

①千总：官名。清代绿营兵下级军官，即基层组织 “汛”的领兵官。位

于守备之下，正六品。掌巡守营、哨汛地。亦称 “营千总”。

②把总：官名。清代绿营兵下级军官，位次于千总。

③沁水县：在山西省东南部、中条山东北、沁河中游。以沁河得名。属晋

城市。北魏置东永安县，北齐改永宁县，隋改沁水县。

④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

⑤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

⑥大同：在山西省北部，邻接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大同盆地，桑干河、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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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贯。北魏初期曾建都于此。元代以后为大同府、路治。１９４９年由大同县

析置市。１９５２年为地级市。后续有升降。１９７２年复为地级市。

⑦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

⑧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

⑨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

⑩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

瑏瑡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

瑏瑢甘州：州、路、卫、府名。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改西凉州为甘州，治

永平 （隋改名张掖，今甘肃张掖市）。因甘峻山为名。辖今甘肃嘉峪关市以东

弱水上游。其后屡有伸缩。唐永泰后地入吐蕃，大中后入回鹘。北宋天圣中又

入西夏，改为宣化府。蒙古复改甘州。元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升为甘肃路，八年

改甘州路。明洪武中改置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清雍正初改为府。

１９１３年废。

瑏瑣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

瑏瑤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

瑏瑥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

瑏瑦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

瑏瑧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

　　千　总

高　奇　 （秦州①人，顺治四年任）

毛成采　 （靖远卫人，康熙十四年任）

李　纯　 （北直新城人，康熙十九年任）

赵文玉　 （延安人，康熙二十五年任）

邓义虎　 （西安府人，康熙三十二年任）

刘毓祥　 （靖远卫人，康熙三十九年②任）

薛　慷　 （銩稨③人，康熙四十五年④任）

刘汝进　 （兰州⑤人，康熙五十二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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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秦州：西晋泰始元年 （２６５）分雍、凉、梁三州置。初治冀县 （今甘肃

甘谷东），太康七年 （２８６）移上絡 （今天水市）。辖境相当今兰州市、永登、

定西、静宁以南、清水、两当以西，陕西凤县、略阳，四川平武及青海黄河以

南贵德以东地，其后逐渐缩小。唐宝应二年 （７６３）入吐蕃，大中三年 （８４９）

收复，移治成纪 （今秦安西北，宋移今天水市）。清雍正时改为直隶州。辖境

相当今天水市、秦安、清水、两当、西和、礼县、徽县、成县等地。１９１３年

废，改本州为天水县。

②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

③銩稨：旧县名。西汉置县，１９６４年改名周至县。在陕西省中部、渭河

平原西南部，南依秦岭，北濒渭河。县人民政府驻二曲镇，属西安市。

④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

⑤兰州：州、府名。隋开皇元年 （５８１）置州。治子城 （今兰州市）。辖

今甘肃兰州市及临洮等地。唐辖境有今兰州市及临洮、榆中、皋兰、永登等县

地。安史乱后地属吐蕃。北宋元丰中复置。辖境相当今兰州市及榆中一带。明

洪武初降为兰县，成化十三年 （１４７７）复升为州，不领县。清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移临洮府来治，改名兰州府，并置皋兰县 （今兰州）为治所。辖今甘

肃兰州、临洮、榆中、靖远、渭源、临夏等市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把　总

薛国栋　 （洋县①人，顺治四年任）

傅应魁　 （阳县②人，顺治四年任）

袁　玺　 （固原③人，康熙四年任）

张于本　 （临洮人，康熙十年任）

谈　学　 （固原人，康熙十五年任）

张义成　 （巩昌④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刘　英　 （平凉人，康熙三十五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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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成教　 （靖远卫人，康熙四十四年任）

王曰伦　 （潼关卫⑤人，康熙四十六年⑥任）

注　释

①洋县：在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以洋水得名。属汉中市。县人民政府

驻洋州镇。北魏置兴势县，唐复改兴道县，为洋州治。元入洋州，明改洋县。

②阳县：旧县名。１９６４年改名千阳县。在陕西省西部、渭河支流千河

流域，邻接甘肃省。属宝鸡市。西汉置蚗麋县。西晋废入县。北周置阳

县，以在千山之阳得名。

③固原：州名。明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置。治今宁西固原市。清同治十二

年 （１８７３）升为直隶州。辖今宁夏固原市、海原及清水河上游东岸一带。１９１３

年废，改本州为县。２００１年固原地区撤销，改设地级固原市，原固原县改置

原州区。

④巩昌：府名。金正大中改巩州置。治陇西 （今陇西县）。辖境相当今陇

西、通渭、漳县、武山、定西等县市地，其后屡有伸缩。清辖境相当今临潭、

岷县以东，定西、会宁以南，通渭、甘谷以西和宕昌、西和以北地区。１９１３

年废。

⑤潼关卫：潼关，古关名。东汉末设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北。武则天

天授时移于今县东北港口，置潼津县。明置潼关卫。清置潼关县，后升厅。

１９１３年复改县。因关名县。

⑥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

兵　　器

大将军①八座

手把铳二百杆

连珠炮二百杆

神 八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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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柄刀一十九把

斧刀十把

长 一十二根

盠珠炮六十七杆

皮袋四百个

铅子三百斤

木马子②一十二万个

火药三百斤

火线一千条

州城残破后，兵器俱失。历年捐造，贮库火药五百三十二斤，铅子一百五

十九斤，每年加捐。

注　释

①大将军：火药大炮，用生铁铸成，铁箍缠身，重约三百七十斤。

②木马子：防御战具。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长六尺，纵横重叠，

以阻敌骑。

论曰：吏治之臧否①，关生民之休戚②，盖其重哉。故上之必树骏表异③，

标④铭盂勒鼎⑤之勋；次亦必谨守饬法⑥，称⑦奉职循理⑧之吏；若碌碌无所表

见，则尸素⑨贻讥，斯已下矣！又况玷官常⑩、坏名节，以蟊贼瑏瑡斯民，其罪可

胜道耶？前代仕于陇者，历有伟伐瑏瑢。汉则如祭、如来，晋则如马、如
,

，唐

则如冯、如郭、如史、如韦、如马、如李、如刘，以至宋之任、之朱、之阎、

之刘、之吴，元之汪、之丁，明之蔡、之陈、之刘、之吴、之张、之李、之

齐瑏瑣，或抱能名，或擅清称瑏瑤，或以折冲瑏瑥扬烈瑏瑦，或以慈惠遗爱，皆口碑一时，

尸祝奕世瑏瑧，故其表表瑏瑨焉者矣！其平平无可称，则亦谨记姓氏、履历而已。

注　释

①臧否 （ｐǐ）：好坏，得失。臧，善；否，恶、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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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休戚：福祸。

③树骏表异：建立重大而特别的 （功勋）。

④标：标识，标记。

⑤铭盂勒鼎：镌刻在青铜鼎和盂上 （流传后世）。

⑥谨守饬法：谨于职守，整顿法纪。

⑦称：推举。

⑧奉职循理：遵守职责，遵循常规。

⑨尸素：即尸位素餐，居位食禄而不理事。

⑩官常：居官的职守。

瑏瑡蟊贼：本义为吃禾稼的害虫，后来用以比喻攫取民财的贪官污吏，此处

为动词，意如残害。

瑏瑢伟伐：大功。

瑏瑣汉则如祭……之齐：此处提到的人物依次是：祭遵、来歙、马敦、麴

允、冯元常、郭英硋、史宪诚、韦皋、马燧、李及、刘晏、任福、朱景、阎仲

卿、刘化源、吴、汪福安、丁带、蔡祥、陈俊、刘
2

、吴玺、张琦、李暹、

齐大鹏，均为本志前文已介绍的历代曾在陇任知州、并进入名宦祠者。

瑏瑤擅清称：拥有清廉的称号。

瑏瑥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撤，即击退敌军。也借指外交谈判。

瑏瑦扬烈：发扬光大先辈的事业。

瑏瑧尸祝奕世：一代接一代传颂、崇拜。尸祝，立尸而祝祷之，表示崇敬。

尸，神像；奕世，累世。

瑏瑨表表：卓异，不同寻常。

又曰：兵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而非谓其忘备也。陇介①万山之中，丛

林阴翳，石径峻
-

②，且有故关、咸宜、白岩、石险、青崖③诸关。一夫守险，

万人莫当，力为控扼，足以自固。增设防兵，练集乡勇，缮器械，积刍粟④，

严斥堠⑤，据阻依隘，以为守御之计，在陇地尤宜亟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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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介：处于中间。

②峻3

（ｘｉǎｎ）：长而艰险。

③故关、咸宜、白岩、石险、青崖诸关：故关，即大震关，在今陇县固关

镇。咸宜关，在今陇县曹家湾镇西南，为唐以后的军事要塞。青崖关，或说在

今陇县八渡镇青石崖，或说在陇县温水镇峡口村清凉山下。白岩、石险二关不

详。《陇县志军事卷》列举诸关时，有白崖关、石咀关。白崖关在县城西北今

温水镇上川白崖堡村；石咀关在县城西４０千米处，通甘肃省清水县。

④刍粟：饲养军马的草料。

⑤斥堠：亦作 “斥候”，放哨。斥，远；候，侦察。也指侦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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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选　举①志

制科②既盛，贤才蔚兴。而其目有科贡③，有恩选然④，名公钜卿，由此以

出；匡王桢国⑤，由此以建。陇诸先辈之科名，今犹有能道之者。为志选举。

注　释

①选举：古代通过推选或科举选拔官吏。

②制科：亦称 “制举”。由皇帝亲自下诏而临时设置的科举考试科目。始

于汉。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未仕、已仕者均可应诏参加考试。未仕者

考中授官，已仕者考中升迁。待遇比一般进士科优厚。唐代制举科目甚多，据

记载有上百个，其中较重要者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等。名臣文苑多出其中。宋代制科名目不多，最多时为九科，但事实上只有贤

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才异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三科。神宗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废，哲宗元二年 （１０８７）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绍圣元年

（１０９４）又罢。南宋时复置，仅一科，以至宋末。元明不设制科。清代设有博

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科、经济特科等，并未成为制度。此处泛指各种选举。

③科贡：科，科举考试；贡，推荐、选举。

④然：犹 “焉”。

⑤匡王桢国：辅助皇帝，做国家栋梁。匡，辅助；桢，筑土墙时立于两头

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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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士

明

阎仲实　 （子，成化己丑①进士，河南右参政②。见 《人物》）

阎仲宇　 （仲实弟，成化乙未③进士，太子太傅④，兵部尚书⑤。见 《人

物》）

李　善　 （成化戊戌⑥进士，太子太保⑦，工部尚书。见 《人物》）

阎　价　 （仲实子，成化丁未⑧进士，四川右参议⑨。见 《人物》）

阎　钦　 （价子，正德戊辰⑩进士，户部主事瑏瑡）

阎　倬　 （仲宇子，嘉靖己未瑏瑢进士，户部主事）

阎　溥　 （万历壬辰瑏瑣进士，河南左布政瑏瑤。见 《人物》）

注　释

①成化己丑：即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年。

②右参政：官名。明代在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以分领各道及派管粮

储、屯田、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后仅为兼衔。清初沿置，乾隆时废。

③成化乙未：即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

④太子太傅：官名。掌辅导太子。西晋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少

师、少傅、少保，称为 “三师”“三少”。北朝魏、齐沿设。隋以后历代不改。

明、清以朝臣兼任，三师、三少成为虚衔。

⑤尚书：官名。战国秦、齐等始置，为管理文书的小吏。秦代由少府遣吏

四人，在宫中收发文书，称 “尚书”，地位甚轻。自武帝至成帝初年，置四

员，分曹治事，领诸郎，掌管机要，职权渐重，为中朝重要宫官。成帝建始四

年 （前２９）增置为五员，分治常侍、二千石、户 （民）、主客、三公诸曹。东

汉尚书台分六曹，身兼宫官与朝官双重身份，既掌拟诏纳奏出令，又可向行政

机构直接下达政令，秩位虽轻，职权颇重。魏、晋、南北朝出为朝官，分掌尚

书省诸曹，品秩提高，不再直接向皇帝奏事。隋、唐为尚书省吏、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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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刑、工部长官，分掌行政事务，正三品。历代因之。元代废尚书省，六部

改吏中书省。明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废中书省，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成

为国务大臣，地位、职权均较前重要，正二品。清置为六部、理藩院长官，权

任较明为轻；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升从一品；光绪年间先后成立、改设外务、民

政、度支诸部，均置尚书为长官；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改名大臣。

⑥成化戊戌：即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

⑦太子太保：官名，掌辅导太子。

⑧成化丁未：即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年。

⑨右参议：官名。明代于布政使司、通政使司设参议一职，分左、右。属

布政使司者，掌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驿传、水利等事宜；属通政使司

者，佐理通政使，受理四方章奏。清沿明制。然属布政使司者仅作为道员兼

衔。

⑩正德戊辰：即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

瑏瑡主事：官名。汉代光禄勋所属有南北庐主事、三署主事，于诸郎中察茂

才高第者为之。三国魏、晋沿置。南朝及魏齐并置，称 “主事令史”。隋炀帝

改制，规定每十令史，设一主事，杂用才术之士。唐、五代以流外官入流者充

任，为中央部分官府掌管文书案牍之下级官员，然常得擅权。多为九品上阶。

宋代尚书省二十四司皆置为高级官吏。金、元设于六部，为首领官，掌管案牍

和管辖吏员。金从七品，元正七品。明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改为司官，为司

官中最低一级，正六品。清代中央各部院及其他机构皆置，或称 “司官”，掌

章奏文移及缮写诸事。各部院等衙署又有堂主事 （在堂上办事者）及委署主

事 （尚未实授者）之称。清代新进士分部或庶吉士散馆分部用者先补主事，

依次迁升员外郎、郎中。光绪年间新设、改设诸部均置，沿至清亡。

瑏瑢嘉靖己未：即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

瑏瑣万历壬辰：即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

瑏瑤左布政：布政，布政使简称，亦称 “藩司” “方伯”，官名。明清各直

省承宣布政使司主官。掌一省政令、财赋。明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改行中书省为

承宣布政使司。宣德以后，全国府、州、县分统于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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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后因专设总督、巡抚等官，权

位渐轻。清代始正式定为督、抚属官，专管一省财赋、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

察使并称 “两司”。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后，每省设布政使一员，不分左右。又

改明制，于直隶亦设布政使，江苏则设二员，分驻江宁、苏州。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定全国布政使共二十人。

国　朝

吴之瑜　 （康熙乙丑①科进士，翰林院②庶吉士③）

注　释

①康熙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

②翰林院：官署名。唐代初置，本为内廷供奉之处，安置文学、经术、

卜、医、僧道、书画、弈棋人才，陪侍皇帝游宴娱乐，统称 “翰林院”，非正

式官署。唐玄宗以文学之士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后又改名翰林学士，专掌

内命，别建学士院以居之。宋代犹以翰林院勾当官总领天文、书艺、图画、医

官四局，以致御厨茶酒亦有翰林之称。至宋始称翰林学士供职之所为 “翰林学

士院”。辽于南面官中置翰林院。金置翰林学士院。元代称 “翰林兼国史院”。

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清沿明

制，掌编修国史、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

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

讨和庶吉士等统称 “翰林”。其在南书房行走者，一般皆由翰林出身，官衔称

“南书房翰林”。

③庶吉士：官名。明、清由新进士中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者。亦称 “庶

常”。明洪武年间始设庶吉士。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专设于翰林院庶常馆，选进

士文学优等及善书写者入馆学习。三年后 （亦有提前举行者）举行考试，成

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

县优先委用，称为 “散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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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人①

明

朱　蕙　 （永乐三年②）

王　韬　 （永乐六年③）

马　谦　 （尧卿子，永乐九年④）

戚　宣　 （永乐十二年⑤，建川州⑥知州）

孙　轨　 （永乐十二年）

贾　谅　 （永乐十五年⑦）

撒　渊　 （永乐十五年，柏乡县⑧教谕⑨）

陈　敬　 （永乐十八年⑩，成安县瑏瑡教谕）

高　振　 （永乐二十一年瑏瑢，燕山瑏瑣左卫经历瑏瑤）

王　绶　 （永乐二十一年）

孙　志　 （永乐二十一年，铜梁县瑏瑥县丞）

崔　忠　 （宣德元年瑏瑦，汝宁瑏瑧卫经历）

赵　晋　 （宣德四年瑏瑨）

张　翔　 （宣德七年瑏瑩）

阎　　 （宣德十年瑐瑠，济源县瑐瑡教谕）

阎仲实　 （子，景泰七年瑐瑢解元瑐瑣。见 《进士》）

王　缙　 （成化元年瑐瑤）

阎仲宇　 （成化十年瑐瑥经元，见 《进士》）

李　善　 （溥子，成化十三年瑐瑦，见 《进士》）

阎　价　 （仲实子，成化十九年瑐瑧，见 《进士》）

阎　侃　 （仲实子，弘治八年瑐瑨，滁州瑐瑩知州）

阎　钦　 （价子，弘治十一年瑑瑠，见 《进士》）

阎　传　 （仲宇子，弘治十七年瑑瑡）

韦　清　 （正德二年瑑瑢，任通判瑑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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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纶　 （正德二年）

李守缨　 （溥孙，正德五年瑑瑤）

阎　佳　 （孙，正德八年瑑瑥）

阎　俸　 （仲宇子，正德十一年瑑瑦）

阎　倬　 （仲宇子，正德十四年瑑瑧，见 《进士》）

廖　兰　 （嘉靖四年瑑瑨）

阎司衡　 （价孙，嘉靖十六年瑑瑩，任知县）

杨　缙　 （嘉靖十六年，任知县）

王养民　 （嘉靖十六年，任通判）

韩应岳　 （嘉靖十九年，刑部瑒瑠员外郎瑒瑡）

宋天恩　 （嘉靖十九年，直隶南皮瑒瑢知县）

杨向春　 （嘉靖二十二年瑒瑣）

乔　巍　 （嘉靖二十二年）

阎司讲　 （价孙，嘉靖二十五年解元，历任山东滨州瑒瑤知州、左长史瑒瑥）

丁世臣　 （嘉靖二十五年，任知州）

李邦宪　 （隆庆元年瑒瑦）

杨绍组　 （万历十年瑒瑧，山东即墨县瑒瑨知县）

阎　溥　 （司讲子，万历十九年瑒瑩，见 《进士》）

尹臣汤　 （万历三十一年瑓瑠，新城县瑓瑡知县）

杨弘道　 （天启四年瑓瑢，山西猗氏县瑓瑣知县）

王廷对　 （崇祯三年瑓瑤，江西铅山县瑓瑥知县）

任　义　 （崇祯六年瑓瑦，四川蓬州瑓瑧知州。气节自励，明末国变遁隐深山，

足迹不入城市，人服其高）

马翰如　 （崇祯十五年瑓瑨，户部瑓瑩员外郎）

注　释

①举人：唐代为各地乡贡入京应试之通称，意即 “应举之人”。宋承唐

制，凡应贡举考试的各科士人均称 “举人”，俗称 “举子”。明、清则为乡试

考中者之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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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

③永乐六年：１４０８年。

④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年。

⑤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年。

⑥建川州：《（乾隆）重修凤翔府志》作 “建州”，“川”疑为衍文。建

州，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置，治建安 （今福建建瓯市）。天宝初改建安郡，乾

元初又改为建州。南宋绍兴二十三年 （１１５３）改为建宁府。元为路。明、清皆

为府。１９１３年废府，并建安瓯宁二县为今之建瓯县。１９９２年改设市。

⑦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年。

⑧柏乡县：在河北省南部、滏阳河流域。属邢台市。西汉置柏乡侯国，东

汉废。隋置县。以古柏乡侯国得名。

⑨教谕：学官名。宋代在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始置。元、明、清为县

学学官，掌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

⑩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

瑏瑡成安县：在河北省南部，属邯郸市。县人民政府驻成安镇。西汉置斥丘

县，北齐改今名。

瑏瑢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

瑏瑣燕山：府名。北宋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金改辽析津府置，宣和五年

（１１２３）归宋，宣和七年 （１１２５）复为金占，治析津、宛平 （今北京城西南

隅），辖境相当今北京市城区及所辖大兴，河北固安、永清、廊坊、三河等市

县以及天津市武清、宝坻二区。

瑏瑤经历：官名。职掌出纳文书。

瑏瑥铜梁县：在重庆市西北部。县人民政府驻巴川街道。唐置县。《元和郡

县志》；“取小铜梁山为名。”

瑏瑦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

瑏瑧汝宁：府名。元至元三十年 （１２９３）升蔡州置。治汝阳 （今河南汝

南）。辖境相当今河南京广铁路沿线以东，西平、项城市以南，安徽颍河流域

以西地。明以后一再缩小。１９１３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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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年。

瑏瑩宣德七年：１４３２年。

瑐瑠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

瑐瑡济源县：在河南省西北部、黄河北岸，邻接山西省。因地处济水之源得

名。漭、沁两水流贯。隋设县。１９８８年改设市，市人民政府驻双桥街道。

１９９７年为省直辖行政单位。

瑐瑢景泰七年：１４５６年。

瑐瑣解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唐制，举进士者皆有地方解送入

试，名居第一者称 “解元”，亦称 “解头”。宋沿用此称，又称 “举首”，作为

对各类解试第一名之称谓。明、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 “解元”。

瑐瑤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

瑐瑥成化十年：１４７４年。

瑐瑦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

瑐瑧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年。

瑐瑨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年。

瑐瑩滁州：州名。隋初改南谯州置。治新昌 （后改名清流，今滁州市）。辖

境相当今安徽滁州、来安、全椒三市县地。１９１２年废，改本州为县。

瑑瑠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年。

瑑瑡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年。

瑑瑢正德二年：１５０７年。

瑑瑣通判：亦称 “半刺”，俗称 “絬”。官名。宋乾德元年 （９６３）初置于湖

南诸州。二年，惩五代藩镇专擅之弊，又置于各藩镇，皆以朝臣充任。因与州

府长官共同处理政务，故名。后成为定员，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但握有连署

州府公事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 “监州”。明、清设于各府，分掌粮运及农

田水利等事务，职任远较宋初为轻。清代另有州通判，称 “州判”。

瑑瑤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

瑑瑥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年。

瑑瑦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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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

瑑瑨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年。

瑑瑩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

瑒瑠刑部：官署名。掌管刑法的机构。西魏恭帝三年 （５５６）置。隋初置都

官部。开皇三年 （５８３）改为刑部，为尚书省六部之一。唐与御史台、大理寺

合称 “三司”，会审重大案件。北宋初置判部事一人或二人以御史知杂以上或

朝官充任，掌复查大辟已决案件；元丰改制，并审刑院及纠察在京刑狱司归刑

部。辽金皆置。元改隶中书省，掌刑法政令诸事。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沿置；

十三年罢中书省后，直接听命于皇帝，与都察院、大理寺合为三法司，会审重

大狱案。清天聪五年 （１６３１）置；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置尚书、侍郎、郎中、

员外郎等职；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后常命亲王、郡王管部；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改为法部。

瑒瑡员外郎：简称 “外郎”或 “员外”，通称 “副郎”。官名，原指正额以

外之郎官。晋以后指员外散骑侍郎 （皇帝近侍官之一）。隋开皇六年 （５８６）

始置为尚书省各司次官。唐、宋沿置，与郎中通称郎官，皆为中央官员要职。

明、清各部沿此制，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三级司官，得以递升。清代其他

官署，如理藩院、太仆寺、内务府亦设。

瑒瑢南皮：县名。河北省东部、南运河东岸，邻接山东省，属沧州市。县人

民政府驻南皮镇。秦置县。

瑒瑣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年。

瑒瑤滨州：五代周显德三年 （９５６）改赡国军置，治渤海 （今滨州市）。辖

境相当今山东滨州市、沾化、利津及博兴的一部。元略有减缩。明洪武初省渤

海县入州。清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后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

瑒瑥长史：官名。秦置。汉相国、丞相，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

各有长史。其后，为郡府官，掌兵马。唐制，上州刺史别驾下，有长史一人，

从五品。至清，亲王府、郡王府置长史，理府事。

瑒瑦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年。

瑒瑧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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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即墨县：在山东省东部，东临黄海。秦置县，北齐废，隋于今址复置

县。因县城临墨水得名。１９８９年改设市，市人民政府驻通济街道。

瑒瑩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

瑓瑠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

瑓瑡新城县：在河北省中部。唐置县。１９９３年撤销，改设高碑店市。

瑓瑢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

瑓瑣猗氏县：西汉置，在今山西临猗南。西魏改名桑泉，北周复旧名。隋移

治今临猗县。１９５４年与临晋县合并为临猗县。

瑓瑤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

瑓瑥铅 （ｙáｎ）山县：在江西省东北部、武夷山北麓、信江上游，临接福建

省。属上饶市。县人民政府驻河口镇。五代南唐置县。以铅山得名。

瑓瑦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

瑓瑧蓬州：州名。北周天和四年 （５６９）割巴、隆等州地置，治安固 （今四

川营山东北），因蓬山为名。其后屡有迁移。唐开元中徙治大寅 （后改蓬池，

今仪陇南），辖境相当今四川林溪流域及迤东一带。元至元中移治相如 （今蓬

安西），明洪武中废相如县入州。清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蓬安县。

瑓瑨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

瑓瑩户部：官署名。尚书省六部之一。三国以后，常置度支尚书，掌财用。

隋代以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唐改户部，为六部之一，设尚书、侍郎为长贰，

领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

务；唐中期以后，本部权力大减。北宋前期，本部唯置判部事一人，主受天下

土贡；元丰改制，罢三司，财经权力尽归户部。明代初年，六部直属皇帝，初

分为五科，后改为十二部，又改为十二清吏司、十三清吏司，各领其分省之

事。清沿明制，下设十四清吏司；清末将民政部分划出增设民政部，财政部分

改设度支部，户部遂废。

国　朝

吴之瑜　 （康熙辛酉①科经魁②。见 《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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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康熙辛酉：指清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

②经魁：科场称谓。明代科举有以五经取士，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名为

“经魁”。乡试中每科必于五经中各中一名，列为前五名，清代习惯上亦沿称

前五名为 “五经魁”或 “五魁”。因乡试第一、二名分别称 “解元”“亚元”，

故又称三至五名为 “经魁”。

贡　　士

明

　　岁　贡

李　升　 （御史①副使）

纪　正　 （应天府②尹③）

马　祥　 （御史）

孙　轨　 （知州④）

曹　伦　 （主事）

雍　顺　 （员外）

纪　纲

艾　敬　 （知县⑤）

李　义　 （光禄署正⑥）

曹　能　 （知县）

苏　浩　 （判官）

穆　熙　 （主簿⑦）

曹　旭　 （知事）

杨　春　 （训导）

李　资　 （典史）

陈　福　 （仓大使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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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信　 （教谕）

魏　铭

李　英　 （仓大使）

王　宣　 （知县）

陈　纪　 （县丞⑨）

张　春　 （县丞）

秦　魁　 （县丞）

梁　济　 （县丞）

安　邦　 （仓大使）

张　绅　 （主簿）

缪　贯　 （县丞）

张　明　 （吏目）

范　巽　 （县丞）

焦　豫　 （税课大使）

马　彬　 （主簿）

郭　鼐　 （巡检⑩）

张　玑　 （巡检）

李　溥　 （封御史）

艾世隆　 （主簿）

李　和　 （训导）

李　郁　 （仓大使）

王　铎　 （仓大使）

翟　　 （巡检）

焦　 　 （主簿）

张　腾　 （判官）

杨　昭　 （主簿）

周　昂　 （训导）

冯　经

尹　寿　 （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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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泰

屈　贵　 （主簿）

王　侃　 （教谕）

王　矩　 （知县）

张　显

董　钦

孙　禄

翟　孜　 （训导）

曹　泰　 （主簿）

艾　祯

艾　眑

成　望　 （知事）

吴　楫　 （训导）

张　琬　 （知事）

周汝弼　 （吏目）

焦　浩　 （学正）

梁　臣　 （王府教授瑏瑡）

赵　锦

张　钊

王　髦

刘　允

王　锡　 （主簿）

阎仲宁　 （知县，子）

孙　进

米　成

梁　善

杨　冕　 （训导）

李守纶　 （兵马指挥瑏瑢）

李　鹏　 （提举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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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庶

李　聪

苟　鸾

焦喜雨

姚　会

周思睿

周　书

吕大韶　 （知县）

马克礼

张　文　 （绵竹瑏瑤教谕）

李　杰

王　

阎　?　 （县丞）

尹希尧

阎　餑

王　

马希鸾　 （主簿）

阎　铨　 （县丞）

董世杰　 （教谕）

米养博

杨　仲

杨　镒

周　宁　 （教谕）

米　登

王从善

张　荙

艾　德　 （教谕）

李启东　 （主簿）

王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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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纲　 （教谕）

张政化　 （教谕）

焦时昭　 （教谕）

张秉直　 （训导）

巨尚贤　 （教谕）

杨继东　 （教谕）

郝　珊　 （训导，死难）

张克愚　 （学正）

阎汝元

邢廷皀　 （教谕）

艾之广　 （训导）

阎司宾　 （主簿）

董舜龙　 （训导）

周汝岐　 （训导）

杨　辉

尹一聘　 （训导）

阎　
&

韩　杞

李　

任尚卿

韩一体

何　愆

杨　芳

杨芳声

焦　相　 （教授）

阎应
'

阎　洽　 （教授）

阎应召　 （教授）

徐　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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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相汤

马征吉　 （元龙子）

强　学

阎应椿　 （扬州瑏瑥通判）

巨承家

张　懋

李　蓁

张登汉

张　悟

阎　亮　 （教授）

阎三纲

阎如愚

王三锡

阎司

张　斗

李　奎

杨　渐

刘　波

任三才　 （经历，殉难）

阎国珍

阎　?

张慎行

王　歆　 （教谕）

王　隆

注　释

①御史：官名。西周为侍从属吏。春秋、战国置为史官。因侍从君主左

右，常执行临时性差遣。秦置御史大夫为其长官，御史监郡并执法。汉代为御

史大夫属官，部分留御史府，由御史丞统领，监察考课百官政务，或受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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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部分由御史中丞统领，称 “侍御史”，职权尤重。因职务差遣不同，又有

侍御史、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等名。东汉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

侍御史，察疑狱。魏、晋、南北朝时有督军粮御史、禁防御使、监察御史等，

均随事立名。唐代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三种；中唐以后，常为外

官所带宪衔。明、清仅存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明代并有分任出巡者，如

巡按御史、巡漕御史等。

②应天府：１３５６年朱元璋改集庆路置。治上元、江宁二县 （今南京市），

辖今江苏江南大茅山、溧阳市以西，江北南京市浦口、六合二区。明初定都于

此，永乐后定为南京。清代改名江宁。

③尹：官名，商、西周时为辅弼之官。春秋时楚国长官多称尹。汉代始以

都城行政长官称尹。元代州县长官亦称尹。北洋政府时期有道尹。

④知州：官名。宋代委派朝臣为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称 “权知某军州

事”，简称 “知州”。原意为暂行主持本军本州事务。元代州分上、中、下三

等，上州长官称 “州尹”，中、下州长官称 “知州”。明清以知州为州的长官

名称，掌一州政务。知州有两种，一为直隶州知州，地位稍低于知府；一为散

州的知州，地位与知县无实际区别。

⑤知县：官名。唐称佐官代理县令为 “知县事”。宋制，多派前中央官员

知 （主持）某县事，简称 “知县”，实则管理一县行政；有戍兵驻县的，更兼

管兵事。明代正式用为一县长官的名称；明初品秩不一，时分天下县为三等，

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和从七品；后并定为正七品。清代相沿不改，品秩为正

七品。

⑥光禄署正：明清两朝中央俱设光禄寺，置寺卿、少卿、寺丞等官职，掌

管祭享、宴劳、酒醴、膳馐之事。此处光禄署不知何指。正，为一官之长。

⑦主簿：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署均置，掌典领文书，办理事务。魏、

晋以后，渐为统兵开府大臣幕府中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隋、唐、

五代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府皆置。多掌监印、检核文书簿籍，故有 “主簿为印

曹”之说。宋代台、省、寺、监沿置，职掌文书。辽、金、元为县府佐贰官。

明、清各卿寺设，或称 “典簿”。外官则设于知县以下，与县丞同为佐官，往

往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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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仓大使：大使为管理具体事务之官。元代主要为仓库、工局官，品级随

所在机构而异。明代为低级官吏。清代户部所属各库员外郎下设，掌核文移。

地方行政机构亦置，有仓大使、场大使、税大使等名目。皆八品以下，或不入

流。

⑨县丞：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典文书及仓狱，为县令辅佐。秩

四百石至二百石。历代所置略同。明代正八品，分知县政，掌粮马、巡捕之

事；编户不及二十里者不置。清代事简之县或不置。

⑩巡检：地方治安官。五代后唐始置。宋代多设于关隘要地，或兼管数州

数县，或管一州一县，以武臣为之，属州县指挥。金、元沿设，多限于一县之

境。明、清州县均置，多设司于距城稍远之处。

瑏瑡教授：学官名。宋代始设，除诸王宫学、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置

教授传授学业外，各路、州、县学均置教授，掌学校课试、执行学规等事，位

居提督学事司之下。元代诸路散府及上中州学校和明清的府学亦置教授。

瑏瑢指挥：官名。唐中叶后有都指挥使。自五代后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

因袭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后周及宋，咸沿其名，遂为禁卫之

官。宋殿前司及侍卫亲军均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元代亲军诸卫亦置之。

明内外诸卫皆置指挥使等官，并建都指挥使司，又有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

事。清唯京城有兵马司指挥，是为坊官，与宋明之制不同。

瑏瑣提举：官名。宋代以后所设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即以提举命名，有提

举常平、提举市舶、提举学事 （宋）、医学提举 （元）、宝钞提举 （元、明）、

盐课提举 （元、明、清）等名号，其官署称 “司”。

瑏瑤绵竹：在四川省中东部、沱江上游。市人民政府驻剑南镇。东晋置晋熙

县，隋改绵竹县。“以其地竹性柔韧，可以
4

绠，因以名县”（《寰宇通志》）。

瑏瑥扬州：州、路、府名。隋开皇九年 （５８９）改吴州为扬州，治江都 （今

扬州市）。唐辖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和扬州、泰州、江都、高邮、兴化、泰兴、

海安、如皋、姜堰及安徽天长等市县地。元改路，元末朱元璋改府。清辖今江

苏宝应以南、长江以北、东台市以西、仪征市以东地。当运河交通要冲，唐时

为对外贸易海港之一，明、清时为两淮盐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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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贡

杨　杰　 （知县）

廖学易　 （恩选）

阎司谏

马元龙

阎应梧

马成麟

俞徽言

王希贤

杨绍祖　 （见 《举人》）

王廷对　 （见 《举人》）

张德弘　 （主簿）

马希龙　 （知州）

马翰如　 （见 《举人》）

马化龙　 （教谕）

恩　贡

艾　瑛　 （永乐中以人材荐，任浙江右布政，才能著闻，入乡贤祠）

阎　佑　 （仲宇子， 补国子生，任都察院①检校②，南京户部郎中③）

阎仲容　 （按察司④经历，例贡）

艾　溥　 （兵马指挥使）

焦　诚　 （主簿）

郭　纶　 （序班⑤）

赵　镛　 （主簿）

李　勋

陈　钺

李守绂　 （善子，鸿胪寺⑥序班）

李守维　 （茂州⑦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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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佶

李　选

王崇仁

李守纯　 （善子， 补国学生，任太仆寺⑧少卿⑨）

阎　锷　 （主簿，佑子）

阎　　 （未任）

阎司读

董　睿

王　客

王新民

注　释

①都察院：官署名。明清全国最高监察机构。掌纠劾百司，提督各道，为

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改御史台置；长官为左、右都御

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分十三道，设置监察御史，巡按州县，考察

官吏。清代沿置，改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官，右都御史及右副都御史

专为总督、巡抚加衔，裁撤佥都御史；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以六科给事中并入，

合称 “科道”。所属有六科、十五道、五城察院、宗室御史处及稽察内务府御

史处等机构。

②检校：官名，属官。元代中书省有检校官，掌检校公事文牍。明代中央

六部、都察院，地方的布政司、按察司及各府，皆置检校官。清代仅府有检校

官，为低级办事官员。

③郎中：官名。西汉武帝以郎官供尚书署差遣，后成定制。东汉尚书台三

十六郎，亦称 “郎中”，秩四百石，协助诸曹尚书处理政务，职显权重。魏、

晋、南北朝为尚书省郎曹长官，与 “尚书郎”互称。唐代为尚书省左、右司

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诸司长官。历代因之，品级略有不同。明、清

为六部诸司长官。清代理藩院、宗人府、太仆寺、内务府等机构亦置。

④按察司：官署名。应为提刑按察使司的简称。明初各省建提刑按察使

司，以按察使为一省司法长官，又设按察分司，分道巡察。清因之。又名 “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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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⑤序班：官名。明置，属鸿胪寺。掌管侍班、斋班、纠仪与传赞等仪节。

清因之。

⑥鸿胪寺：官署名。秦及汉初，九卿中有典客，汉武帝时改名大鸿胪，后

渐为赞襄礼仪之官。北齐始置鸿胪寺，掌诸侯王及少数民族首领迎送、接待、

朝会、封授等礼仪，及赞导郊庙行礼，管理郡国计吏等事宜；主官为鸿胪寺

卿。历代沿置。唐代一度改为司宾寺，旋复旧。明洪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改殿庭

礼仪司置，设卿、左右少卿为长贰。清代沿置，设卿、少卿等，满汉各有定

员，或独立，或隶礼部；至乾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又独立，以礼部满尚书兼管理

寺事大臣，遂成定制。清末废。

⑦茂州：唐贞观八年 （６３４）改南会州置，治汶山 （今茂县北）。辖今四

川北川、汶川及茂县等地。其后略有缩小。明初废汶山县入本州，清雍正后升

为直隶州。１９１３年撤州为县。

⑧太仆寺：官署名。北齐置，掌舆马和畜牧业。隋和唐初沿置。北宋前期

唯掌皇帝及后妃所用车辆；元丰改制后，掌全国马政。辽代为南面官。元至元

二十四年 （１２８７）置，掌牧养官马。后一度改名太仆院。明初沿置，后又在山

西、北平等地置行太仆寺。清初附于兵部武库司，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始建署，

专掌两翼牧场马政。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省。

⑨少卿：卿为主官，少卿为副职。

国　朝

岁　贡

宋　衍　 （顺治年分，岁贡，江西泸溪县①知县）

王　价　 （洛川县②教谕）

阎　寅　 （蓟州③判官）

阎广宗　 （宁海县④丞）

丁景运　 （郧阳府⑤经历）

王　标　 （临洮府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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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翰

任天民

宋蚁舟

高攀桂

杨复显

李呈秀

张我猷　 （康熙年分）

翟真儒

苟　魁

马尚
(

杨本固

郭永泰

李致用　 （朝邑⑥训导）

张圣典　 （绥德⑦训导）

李极世

郑惠民

张士俊　 （府谷⑧训导）

杨翊凤

韩公昌

苟毓龄　 （商南⑨训导）

刘新命

张　阩

阎永清

张宗周

苟毓睿

阎永康

马锡庶

温　粹

张文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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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义鳌

张文宪

李若桂

马千云

阎克承

阎　雍

注　释

①泸溪县：在湖南省西部、沅江支流武水流域。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县人民政府驻白沙镇。隋末置卢溪县，清改泸溪县。

②洛川县：在陕西省中北部、洛河中游。今属延安市，县人民政府驻凤栖

镇。后秦置县。“以县界洛川水为名”（《元和郡县志》）。

③蓟州：唐开元十八年 （７３０）置。治渔阳 （今天津市蓟县）。辖境相当

今天津市蓟县、河北三河、玉田、遵化等市县和唐山市丰润区等地。金以后西

部辖境稍缩小。明初省渔阳入州。清不辖县。１９１３年降为县。

④宁海县：在浙江省东部，东临三门湾。以临海且风浪宁和得名。今属宁

波市，县人民政府驻跃龙街道。东晋置县。

⑤郧阳府：明成化十二年 （１４７６）分襄阳府置。治郧县 （今属湖北）。辖

今湖北郧县、保康以西地区。１９１２年废。

⑥朝邑：旧县名。在陕西省东部。西魏置县。１９５８年撤销，并入大荔县。

⑦绥德：县名。在陕西省东北部、黄河西岸、无定河中下游，邻接山西

省。今属榆林市，县人民政府驻名州镇。西魏置上县，唐改龙泉县，后废。宋

为绥德军，金改绥德州。１９１３年改县。

⑧府谷：县名。在陕西省东北部、黄河西岸，邻接山西省及内蒙古自治

区。以境内有府谷得名。今属榆林市，县人民政府驻府谷镇。五代后梁置县。

⑨商南：县名。在陕西省东南部、秦岭以南、汉水支流丹江中上游，邻接

河南、湖北两省。以在商州之南得名。今属商洛市，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北

魏设南商县。后废。明置商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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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贡

李　和　 （康熙年分）

王幸学

恩　贡

王　蠧　 （顺治年分，蒲城①教谕）

马尚骅　 （襄阳②通判）

阎　琳　 （?卫经历）

马步逵

李传甲　 （福清③知县）

尹翼民

王廷诏

王际昌　 （康熙年分）

王朝用　 （寿阳④知县）

张必达

阎　趝

马奇生

注　释

①蒲城：县名。在陕西省东部、洛河下游。今属渭南市，县人民政府驻城

关镇。秦置重泉县，北魏改置南白水县，西魏改蒲城县，唐改奉先县，北宋复

名蒲城县。《（嘉靖）陕西通志》“以县东有蒲池，故名”。

②襄阳：府、路名。北宋宣和元年 （１１１９）升襄州置府。治襄阳 （今襄

樊市襄州区）。辖境相当今湖北襄樊、谷城、老河口、南漳、宜城等市县地。

元至元中改为路，辖境扩大。１３６４年朱元璋复为府，辖境又略小。清辖境相

当今湖北丹江口市以东、枣阳市以西和蛮河以北地。１９１２年废。

③福清：在福建省东部沿海。今由福州市代管，市人民政府驻玉屏街道。

唐置万安县，后改福唐县。五代后唐改福清县。１９９０年改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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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寿阳：县名。以在寿水之阳得名。在山西省中部偏东、汾河支流潇河上

游。今属晋中市，县人民政府驻朝阳镇。晋置县。

武　　宦

张　玉　 （四川游击）

杨　英　 （山西参将①）

王可臣　 （西宁②镇③总兵④官）

王朝钦　 （四川参将）

注　释

①参将：官名。明代为镇守边区的统兵官，位次于总兵、副总兵，分守各

路。清代是绿营统兵官，位次于副将，掌理本营军务。

②西宁：州、卫府名。北宋崇宁三年 （１１０４）改鄯州置州。治今青海西宁

市。辖境相当今西宁市及大通、互助、湟中等县地。１１３６年后属西夏。元仍

为西宁州。明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改为卫。清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升为府，并置

西宁县 （今市）为治所；道光以后辖境相当今青海门源、贵德、互助、乐都、

民和、化隆、尖扎等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③镇：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置，驻兵戍守。明清军队的编制单位亦称镇。

④总兵：官名。明代本为差遣名称，无品级、无定员，遇有战事总兵佩将

印出兵，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清代为绿营兵高级武官，受提督节制，

掌理本镇军务，又称 “总镇”。

论曰：自乡举里选①之法废，而科举②遂为定制，士匪③此无由登进。次此

则有明经，然而科目有盛焉，有衰焉，虽关气运，亦繇④人事。陇号多材，曩

时⑤积学之士骋长驾于云路，展逸足于天衢⑥， “我黻子佩⑦”，济济林立。有

若阎太傅⑧一门，凤毛鸾羽⑨，并萃庭阶，豹变⑩龙跃，竞美当代，可不谓繁衍

赫奕焉？而兹乃寥寥绝响。抚今追昔，感慨系之：良由丧乱频经，兵刑气盛，

则诗书道微，要亦一时之偶厄，非必菁华已竭，光焰遽熄也。欣逢我圣天子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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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瑏瑡蒶朴瑏瑢、崇道右文瑏瑣五十余载；海内向风瑏瑤，诸士复彬彬讲学，敦礼乐而兴

文雅，显烁瑏瑥已有其渐。愿益相与励之，攀鳞附翼瑏瑦，复建昔人勋名。予窃欣

观其盛焉！

注　释

①乡举里选：古代取士的一种制度。或经乡试选拔，或就乡里中考察推

荐。

②科举：隋唐以来以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故名。隋文帝开

皇七年 （５８７）始行。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废科举、行新学。

③匪：通 “非”，表示否定，犹不。

④繇 （ｙóｕ）：通 “由”。

⑤曩时：往时；过去，从前。

⑥天衢：天路，京师的道路。衢，四通八达的大路。比喻通显之地。

⑦我黻子佩：出自 《琴清英》，比喻夫妻同享富贵。黻，通 “”，古代

贵族祭祀时戴的蔽膝，用熟皮做成，遮在膝前。子，你。

⑧阎太傅：指阎仲宇。

⑨凤毛鸾羽：比喻珍贵而不可多得的人或事物。此处指杰出人才。

⑩豹变：像豹纹那样显著的变化。用以比喻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变化，也指

地位上升为显贵。

瑏瑡菁莪：《诗经·小雅》中 《菁菁者莪》篇的简称。《诗序》：“《菁菁者

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旧时引用 “菁莪”典

故，皆喻教育人才。

瑏瑢蒶朴：《诗经·大雅》篇名。蒶，白腃；朴，粃木。意谓蒶朴丛生，根

枝茂密，共相附着。引申为统治者用人有方，人才众多。

瑏瑣右文：重视文化学术；崇尚文治。

瑏瑤向风：闻风仰慕。

瑏瑥显烁：显露辉煌。

瑏瑦攀鳞附翼：亦作 “攀龙附凤”。原以龙凤比喻圣哲，谓弟子因圣哲以成

德。后多以龙凤指帝王，谓臣下从之以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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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卷之六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人　物　志

征文考献，邦国所重。陇虽荒僻，代有伟人以及孝义节烈，英英赫赫。备

录简端①，犹彤管有炜②焉，以昭前徽③，以振后起，于是焉在。为志人物。

注　释

①简端：犹书上。简，竹简；端，开头。

②彤管有炜：出自 《诗经·邶风·静女》。彤管，赤管笔；炜，显明有

光。

③徽：美，善。

先　　贤

春　秋

燕　?　字子思。《史记》①曰：“源人，在州东南②。”《家语》③曰 “秦

人”。考 《史记》及 《事林广记》④，封源侯⑤，列七十二贤⑥，为圣门高弟。

宋高宗⑦御制赞曰： “师席高抵，大成是集，至道克传，贤达斯执，善教云⑧

衷，儒风可立。阳之士，得改而及。”

注　释

① 《史记》：原名 《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一百三十篇，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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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纪传体通史。约汉武帝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至征和二年 （前９１）间撰成。

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战国、秦汉之际尤

详。对部分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亦有很高的地

位。

②源人，在州东南：说法有误，《史记》无此说。

③ 《家语》：《孔子家语》的简称。《孔子家语》，原书二十七卷，《汉书·

艺文志》曾著录，久佚。今本十卷，系三国魏王肃收集和伪造。杂取 《论语》

《左传》《国语》《荀子》《大戴记》《礼记》《说苑》等书中有关古代婚姻、丧

祭、郊?、庙祧等制度与郑玄不同的，借孔子名义，攻击郑学，作为所撰 《圣

证论》的论据。但其中保存了一些古书。

④ 《事林广记》：是一部日用百科全书类型的中国古代民间类书。作者陈

元靓，南宋末年福建崇安人。此书原本失传，现存元、明两朝和日本刻本多

种，均有增广、删改。１９６３年，中华书局影印了元至顺间 （１３３０—１３３３）建

安椿庄书院刻本。

⑤封源县侯： 《史记》无此说。 《文献通考》卷四十三 《学校考》：

“（真宗）诏追封孔子弟子……渔阳伯燕?源侯。”

⑥七十二贤：相传孔子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余人，人称

七十二贤。

⑦宋高宗 （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赵构。南宋皇帝，徽宗之子，钦宗之弟。

１１２７—１１６２年在位。

⑧云：句中语言助词，无义。

名　　达

汉

郭　钦　蚗郙人。原属陇地。哀帝①时为丞相司直②，以廉直名。王莽③居

摄④，钦耻事之，以病免官归乡里，遁迹阳⑤之境，卧不出户，卒于家。今

入乡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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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哀帝：指汉哀帝刘欣，西汉皇帝，公元前７年至前１年在位。

②丞相司直：官名。相传商汤时已有此官。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１１８）置

丞相司直，省称 “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职任甚重。东汉改

属司徒，协助督录州郡上奏。北魏至唐沿置，属廷尉或大理寺，掌出使推按。

北宋元丰改制后于大理寺设。

③王莽 （前４５—２３）：新王朝建立者，汉元帝皇后之侄，公元８—２３年在

位。字巨君，魏郡元城 （今河北大名东）人。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元

始五年 （５）毒死平帝，自称假皇帝。初始元年 （８）称帝，改国号为新，年

号始建国。更始元年 （２３）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

王莽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④居摄：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叫作居摄；同时也是孺

子婴年号 （６—８）。

⑤阳：县名。在陕西省西部，渭河支流千河流域，邻接甘肃省。西汉置

蚗麋县，西晋废入县。北周置阳县，以在水之阳得名。１９６４年改千阳

县。

唐

长孙无忌，字辅几，陇州人。佐太宗①定天下，封赵公，图像凌烟阁②第

一，国之元舅③，官太尉④，与褚遂良⑤同受顾命⑥。高宗⑦欲易后，恐无忌不

从，先封三子为朝散大夫⑧，仍⑨载金宝缯锦十车赐之。与昭仪⑩幸第，从容言

皇后无子，讽无忌。对以他语。许敬宗瑏瑡亦数劝无忌，以正色折之。削爵。

《广舆记》瑏瑢云：“河南洛阳人。”未详孰是瑏瑣。

注　释

①太宗：唐太宗 （５９９—６４９），即 “李世民”，唐代皇帝，高祖李渊次子，

公元６２６—６４９年在位。

②凌烟阁：封建王朝为表彰功臣而建筑的高阁，绘有功臣图像。以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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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 （６４３）者最为有名。

③元舅：大舅。

④太尉：官名。秦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

“三公”。汉武帝时改称 “大司马”。东汉时复名太尉，与司徒、司空并称 “三

公”。历代亦多沿置，但渐为加官，无实权。

⑤褚遂良 （５９６—６５９）：唐大臣，书法家。字登善，钱塘 （今浙江杭州）

人，一说阳翟 （今河南禹州）人。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受太宗遗诏辅政。高

宗即位，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后因反对高宗立门第低微的武则天为

后，被贬谪而死。

⑥顾命：谓帝王临终遗命。

⑦高宗：唐高宗 （６２８—６８３），即李治，字为善，唐代皇帝，太宗之子。

公元６４９—６８３年在位。

⑧朝散大夫：隋代设置的散官。唐至元因之。简称 “朝散。”

⑨仍：乃。

⑩昭仪：妃嫔称号。汉元帝始置，原为妃嫔第一级，位视宰相，仅次皇

后，爵比诸侯王。东汉唯皇后行册封礼时权置。魏、晋至明均置。南朝宋列为

九嫔。唐代置为九嫔之首，正二品。宋代为内命妇之一。明代间置，嘉靖年间

后定九嫔，遂罢此号。此处指武则天。

瑏瑡许敬宗 （５９２－６７２）：字延族，祖籍高阳新城，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５９２），少有文名。其父许善心，为隋礼部侍郎。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杀。

敬宗依瓦岗军李密为记室，瓦岗军败降唐。贞观中，任著作郎，兼修国史。累

迁至检校中书侍郎、太子右庶子。高宗即位，擢礼部尚书，支持武皇后，助其

逐褚遂良，杀长孙无忌、上官仪。显庆后加太子宾客，官拜侍中，代中书令、

任右相，加光禄大夫。拜太子少师。唐高宗咸亨三年 （６７２）卒。

瑏瑢 《广舆记》：地理书。明陆应阳撰。

瑏瑣未详孰是：本志所记长孙无忌的籍贯有误。据 《旧唐书·长孙无忌

传》：长孙无忌 （５９４—６５９），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太宗长孙后兄。武德九

年 （６２６）决策发动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以皇亲及元勋地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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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右仆射，封赵国公。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受命辅立高宗。高宗即位，任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因反对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被放逐黔州

（治今重庆彭水），既而被迫自缢死。

段秀实　字成公，本姑①臧人，曾祖仕陇州，留不归，后徙阳。，唐

时隶陇。原载陇志。秀实幼号孝童，及长，举明经②，不果。从高仙芝③等征

讨有功，累拜四镇④。泾原⑤节度使⑥朱?⑦反，秀实时为司农卿⑧。?遣锐兵

三千，声言迎驾，实袭奉天⑨。秀实谓灵曜曰：“事急矣！”使灵曜诈为姚令言

符⑩，令且还。窃其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追之。得符而还。秀

实谓同谋曰：“还，吾属无类瑏瑡矣！我当直搏?，杀之；不克瑏瑢则死，终不能

为之臣也！”使刘海滨、何明礼阴结死士瑏瑣为应。至?言，大惊。灵曜独承

其罪而死。?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

休象笏，前唾?而大骂曰： “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耶！”因以笏

击?，中其额，溅血洒地。海滨不敢进而逸瑏瑤。忠臣前助?，?得脱走。秀实

知事不济，谓?党曰： “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海滨捕得，

见瑏瑥杀。明礼从?围奉天，谋杀?，亦死。上瑏瑦闻秀实遇难，恨委用不至，涕

泗久之，赠太尉。

注　释

①姑臧：县名。汉武帝时设置，为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

三国魏以后，为凉州治所。东晋列国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李轨均以

此为都城。

②明经：亦称 “明经科”。科举考试科目之一。隋炀帝始置，与进士科并

行。以经义、策问取士。唐沿置，为进士、秀才等六科之一。

③高仙芝 （？—７５６）：唐大将。高丽人。随父来唐，因战功累迁至安西副

都护。天宝六载 （７４７），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附吐蕃反唐。他率军逾葱岭加

以平定，威震西域，迁四镇节度使。九载击败石国 （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次年石国引大食来攻，他攻大食至怛罗斯 （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败

归。安禄山叛乱，以副元帅出征，失利，退守潼关，为监军宦官边令诚所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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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

④泾原：唐方镇名。大历三年 （７６８）置，乾宁后号彰义军，治泾州 （今

甘肃泾川县北）。长期辖有泾、原二州，相当今甘肃、宁夏的六盘山以东、浦

河以西地区。天复初为凤翔李茂贞所并。

⑤四镇：唐以朔方、泾源、陇右、河东四节度称为四镇。

⑥节度使：官名。唐初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 “都

督”，总揽数州军事。睿宗景云年间始有此称。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

一经略使。授职时赐予双旌双节总揽一区军、民、财政。辖区各州刺史 （玄宗

时称郡守）均为其下属，本身兼任驻地州刺史。安史乱后内地多设，辖境大小

不等。其时有些节度使拥兵自大，传位于子孙或部下，不奉朝命，世称 “藩

镇”。五代时增设更多，废置不常。至北宋初，中央收回兵权，节度使始专作

将相及宗室勋戚荣衔，并不赴任，赴任亦无实权；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以其带中

书令、侍中或同平章事衔者改为开府仪同三司，余者升二品。辽、金沿唐制设

此官。元废。

⑦朱? （７４２—７８４）：唐幽州昌平 （今属北京）人。安史乱起，累为管兵

将，李怀仙奏为平卢军留后、柳城军使。兵马使朱希彩杀怀仙，自立为节度

使，颇信重之。大历七年 （７７２），希彩为部将所杀，朱为众拥立为卢龙节度

使。九年，入朝，领兵守边。建中三年 （７８２）因弟朱滔叛唐，罢兵权，居留

长安。次年被在京师哗变的泾原兵推为皇帝，国号秦，年号应天。兴元元年

（７８４）改国号为汉，自号汉元天皇，与朱滔相呼应。不久被李晟击败，逃奔至

彭原 （今甘肃庆阳市西峰区东彭原），为部将所杀。

⑧司农卿：北齐始置司农寺，掌粮食积储仓廪管理及京朝官的禄米供应等

事务。隋、唐沿置。其长官称司农寺卿或司农卿。

⑨奉天：旧县名，唐置，元省。即今陕西乾县治，时唐德宗避难于此。

⑩符：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凭证，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

真假。

瑏瑡无类：无遗类，无一幸免。

瑏瑢不克：不能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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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死士：敢死的武士。

瑏瑤逸：逃跑。

瑏瑥见：表示被动，意如 “被”。

瑏瑦上：指唐德宗李适。

明

艾　瑛　永乐中，以人材荐任浙江右布政。才能著闻。入乡贤祠。

阎仲实　子。景泰七年解元，成化己丑进士。任吏部①考功司②主事员

外郎，河南右参政。入乡贤祠。

注　释

①吏部：官署名。东汉尚书台始置，称 “吏曹”或 “吏部曹”。后改名

“选部”。三国魏改吏部，掌文官任免考选，兼典法制，隶尚书台 （省），以尚

书为长官。两晋沿置，兼掌武官选举。南朝为尚书省六曹之首。隋代始为尚书

省六部之一。领吏部 （选部）、司封 （主爵）、司勋、考功等司，以尚书、侍

郎为正副长官。唐、五代沿之。中唐以后，尚书省吏部铨权渐轻。宋初职任亦

轻，元丰改制后始掌全国文武官吏铨选、勋爵、考课之政令。领吏部、司封、

司勋、考功四司。各置郎中、员外郎。辽、金亦置。元代改隶中书省，掌文官

铨选。明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直接隶属皇帝，分掌全国文官铨选考课、勋爵政

令。领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清沿置。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成立责

任内阁，遂废。

②考功司：吏部下设官署，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

阎仲宇　字参甫，仲实弟，成化乙未①进士。初任知县，升御史，历官副

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湖广都御史。征?洞②苗贼有功，升左副都御史，

一子，锦衣卫③百户，升兵部侍郎、晋尚书提督团营④，赐玉带蟒衣。以年求

去，蒙恩加太子太保。致仕，月给廪、岁拨役终身。正德八年⑤四月，敕阎仲

宇云：“卿以端重之姿，宏雅之识，发身甲第，试政邦畿。荐更⑥内外宪台⑦，

多著严明风绩：藩宣⑧江浙，疲瘥⑨来苏；抚安湖湘，凶顽就馘⑩；台端瑏瑡再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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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务旋分。爰瑏瑢重本兵之司，遂正司马之位。庙谟瑏瑣克举，边尘不扬，仍加太

子太傅，给传还乡。命有司月给食米四石，岁拨舆隶瑏瑤四名应用。於戏！未老

而乞归，固君子恬退瑏瑥之节；既归而加秩，犹朝廷体貌之诚。卿其绥服瑏瑦宠荣，

优游闾里，茂膺瑏瑧寿考瑏瑨之福，以乐熙平之时，身名俱荣，终始无缺，岂不休

哉！故敕。”及卒，遣官祭葬。入乡贤祠 （详见 《皇明通记》瑏瑩）。

注　释

①成化乙未：即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

②?洞：古代指今苗族、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③锦衣卫：即 “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官署名。明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

设置。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太祖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

察缉捕权力。最高长官为指挥使，常由功臣、外戚充任。锦衣卫所属镇抚司分

南北两部，被镇抚司专理诏狱，直接取旨行事，用刑尤为残酷。明中叶后与

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成为厂卫并称的特务组织。

④尚书提督团营：官职名。尚书兼提督监察三大营。团营，亦称 “京营”

“三大营”“京军三大营”，为明代的京军。提督，为明代的武官，位在总兵官

之上，寓以监察之义。

⑤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年

⑥荐更：推荐替换。

⑦宪台：汉置御史府，后汉改称宪台。与尚书 （中台）谒者 （外台）合

称三台。以后遂以宪台为御史官职的通称。

⑧藩宣：明清时，省级布政使别称 “藩司” “藩台”；宣，本义为宣布传

播，特指宣布帝王之命。

⑨疲瘥 （ｃｕó）：拖着疲敝的病体。瘥，疫病。

⑩就馘 （ｇｕó）：被诛杀。馘，古代战时割去所杀敌人的左耳，用以记功。

亦指所割下的左耳。

瑏瑡台端：唐代御史台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主台内之事，号为台

端，他人称之为端公。此处指其上司。

瑏瑢爰：乃，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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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庙谟：犹 “庙谋”，朝廷对国事的计谋。

瑏瑤舆隶：抬轿的人。

瑏瑥恬退：指淡于名利，安于退让。

瑏瑦绥服：安服。

瑏瑧茂膺：茂，通 “懋”，喜悦。茂膺，欣喜地享受。

瑏瑨寿考：年高，长寿。

瑏瑩 《皇明通记》：当为 《皇明通纪》，简称 《通纪》，是明嘉靖时广东陈建

（１４９７—１５６７）撰作的一部明史专著，上起元末至正十一年 （１３５１）农民起义

爆发，下讫明武宗正德末年 （１５２２），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明代通史著

作。它产生于危机四伏的嘉靖中叶，比较真实地展示了明朝政治演变轨迹，能

引导读者关注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 《通纪》出版后，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

迎，畅销晚明百年图书市场，开明人当代史编纂之风。

李　善　字宗元，登成化戊戌①进士。初授行人②，擢御史。巡按辽东，

雪傅玄之冤狱。升河南佥事，治张湫河③，卒至底绩。以内艰改湖广佥事。平

剧贼何淮之乱，擒妖人熊彦和于未发，阴相应附者数万人，悉焚其名籍。再升

山东副使、山西按察使，俱有善绩。正德丙子④升四川右辖⑤，寻转左⑥；祛弊

政，节公财，察轨运衡⑦，轻重悉称，蜀民赖焉。茂、松二州⑧番戎不靖，镇

巡请命将征讨。公请先招抚，诸酋果款服。寻升南京⑨右副都御史，进南京刑

部⑩右侍郎、工部瑏瑡尚书。有疾乞归。嘉靖元年，恩诏进阶光禄大夫瑏瑢，有司备

玉带彩币瑏瑣羊酒问劳于家，人咸荣之。又三年，卒。嘉靖十一年瑏瑤奉旨谕祭，

建茔域瑏瑥。入乡贤祠。

注　释

①成化戊戌：指明宪宗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

②行人：官名。《周礼》秋官属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迎送接待宾客之

礼。春秋、战国时多置，掌朝觐聘问，常任使者。秦、西汉有行人令，后改大

行令，掌接待少数民族宾客。诸侯国亦置。东汉省。十六国、南北朝常置，掌

出使聘问。明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置为行人司长官，正九品，掌传旨、册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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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事。下设左、右行人，从九品。旋改为司正，另置行人掌捧节奉使之事，

以孝廉充任。后改行人由进士奉使，升正八品。

③张湫河：在今山东东阿县南。

④正德丙子：指明武宗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

⑤右辖：按乾隆三十一年 《重修凤翔府志》，李善曾 “擢四川布政使”。

⑥寻转左：不久转任为副职。

⑦察轨运衡：遵循法度，权衡轻重。

⑧茂、松二州：茂州，唐贞观八年 （６３４）改南会州置，治汶山 （今茂县

北）。辖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茂县等地。其后略有缩小。明初废汶山县入本州，

清雍正后升为直隶州。１９１３年撤州为县。松州，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置州。治

嘉诚 （今四川松潘）。贞观二年 （６２８）置都督府于此，统辖羌族部落的肦、

懿、嵯等二十五羁縻州，至天宝年间增至一百零四州。广德以后地属吐蕃。

⑨南京：明成祖朱棣在朱元璋死后发动 “靖难之役”，攻占京师，夺取帝

位，初时仍定都南京。１４２１年迁都北京，并改北京为京师，同时复原南京的

名号，但明成祖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南京和

京师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

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

二京府，此举保留了南京为 “留都”。政治上，便于加强南北方的管理；军事

上，北方战势紧张时，便于退守。不过北京是正式的，南京只是留守，设置有

所有北京政府官职，安置仕途失意者或养老的，类似荣誉六部。

⑩刑部：官署名。掌管刑法的机构。西魏恭帝三年 （５５６）置，隶秋官府，

以刑部中大夫为长官。隋初置都官部，开皇三年 （５８３）改为刑部，为尚书省

六部之一，置尚书、侍郎各一人，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唐与御史

台、大理寺合称 “三司”，会审重大案件。北宋初置判部事一人或二人，以御

使知杂以上或朝官充任，掌复查大辟已决案件。元丰改制，并审刑院及纠察在

京刑狱司归刑部，置尚书、侍郎掌部务。辽、金皆置。元代改隶中书省，设尚

书三人，掌刑法政令诸事。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沿置，十三年罢中书省后，直

接听命于皇帝，与都察院、大理寺合为三法司，会审重大狱案，设尚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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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之。后改总部为宪部。清天聪五年 （１６３１）置，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置尚书、

侍郎、郎中、员外郎等职。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后，常命亲王、郡王管部。嘉

庆四年 （１７９９）定以大学士兼理部务，设满、汉尚书各一人。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改为法部。

瑏瑡工部：官署名。始置于西魏恭帝三年 （５５６）。北周沿置，属冬官府，以

中大夫为长官，掌百工之籍，理其禁令。隋置为尚书省六部之一，置尚书为长

官。大业三年 （６０７）增置侍郎一人，下辖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掌

土木工程及屯田、官府手工业之政令。唐沿置。宋初无所职掌，神宗时设尚

书、侍郎各一人，下设诸司，各置郎中、员外郎。掌百工山泽沟渠屯田之政

令。金沿置。元代改隶中书省。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沿置，十三年后，直接听

命于皇帝。二十九年，下属机构改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成为

定制。所属官员人数增减不常，嘉靖时增尚书一人。下领营缮所、文思院、军

器局、节慎库、染织所、杂造局以及各地竹木抽分局等。清沿置。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设尚书，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后，以大

学士兼理部务。置满、汉尚书各一人。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改置农工商部。

瑏瑢光禄大夫：官名。战国时置中大夫，西汉武帝时改称 “光禄大夫”，掌

顾问应对，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在大夫中地位最尊。魏、晋以后无定员，

皆为加官或褒赠之官，加金章紫绶者，称 “金紫光禄大夫”；加银章青绶者，

称 “银青光禄大夫”。唐、宋为文职阶官称号，光禄大夫为从二品，金紫光禄

大夫为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金、元升金紫、银青于光禄大夫之

上。明、清光禄大夫为正一品。

瑏瑣彩币：绫罗绸缎等丝织品。彩，彩色的丝织品。币为当作礼物赠送的丝

织品。

瑏瑤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年。

瑏瑥茔域：墓地。

阎　价　仲实子，成化丁未①进士。任庶吉士，升监察御史、布政司右参

议②。入乡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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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成化丁未：指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年。

②布政司右参议：官名。掌分守各道，派管粮储、屯田、驿传、水利等事

宜。

阎　侃　仲实子，弘治八年①举人。任直隶滁州知州。入乡贤祠。

注　释

①弘治八年　１４９５年。

阎　溥　司讲子，万历壬辰①进士。任云南左布政。祀乡贤。

注　释

①万历壬辰：指明神宗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

马翰如　字伯顾。德性温良，事亲以孝闻，博学多识，登壬午①乡荐②。

初授蒲州牧，劳心抚字③，以德化民。蒲于正赋外岁征退滩租四千余石，为民

大害。恳陈巅末④，力为申免，蒲困遂苏。时余寇未靖，乃亲擒巨魁吴古进等

十九名，毅然斩之，寇不敢犯境。教善化洽，蒲称大治。考成荐最⑤，擢户部

员外郎，奉榷⑥徐仓，搜蠡剔蠹⑦，清誉著闻。差期尚未及瓜⑧，即晋秩⑨本部

郎中。寻告假归里，鸠杖⑩优游，作香山洛社瑏瑡中人。戊申瑏瑢，陇以西民大饥，

率多就食于陇东三辅瑏瑣之地，煮豆以救乏馁瑏瑤，所全活者甚众，重义喜施，乐

善不倦。庚戌瑏瑥秋卒，亲疏遐迩，罔弗凭吊。乡里至今尚称其贤焉。

注　释

①壬午：指明思宗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

②乡荐：唐制，由州县地方官推举赴京师应礼部试，叫乡荐。后称乡试中

试为 “领乡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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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抚字：对子女爱护养育。此处用以称颂马翰如悉心治理蒲州民政。

④巅末：事情的起始、经过和结果。巅，山顶；末，末了、末尾。

⑤考成荐最：考核官吏的成绩，荐举政绩最佳、功劳最高者。这里指马翰

如在官吏参核中被评为最佳。

⑥奉榷：奉命检查落实专营专卖。

⑦搜蠡剔蠹：到处搜索，剔除蛀虫。蠡，虫蛀木；蠹，蛀虫。

⑧及瓜：任职期满。

⑨晋秩：晋升职务。秩，官吏的职位或品级。

⑩鸠杖：杖头刻有鸠形的拐杖。《后汉书·礼仪志中》：“仲秋之月，县道

皆案户比民。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

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瑏瑡香山洛社：唐会昌二年 （８４２），七十岁的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寓居

洛阳香山，整日诗酒禅琴，遍览洛中名胜。后发起成立 “尚齿会”，其主要成

员是一批致仕返乡的官僚士大夫。这种以怡老为目的的结社雅集，为士大夫退

休后的社交和娱乐提供了一种风雅的范式，史称 “香山洛社”。

瑏瑢戊申：指清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年。

瑏瑣三辅：西汉景帝前元二年 （前１５５）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

（不久改主爵都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合称 “三辅”。武帝

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改左、右内史、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

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后世区划虽时有更改，但习惯上仍称这一地区为 “三

辅”。

瑏瑤乏馁：疲乏饥饿的人。

瑏瑥庚戌：指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年。

瑏瑦罔弗：无不。

封　　赠①

阎　秀　以孙仲宇贵，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阎　　原任教谕。以子仲实贵，赠吏部员外郎；子仲宇贵，赠都察院右

·９７２·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副都御史。

李惟中　以子升贵，赠御史。

李　溥　原任仓大使。以子善贵，封御史。

阎　锷　监生，南京合肥县②主簿。以孙溥贵，赠通议大夫③。

阎司讲　山东滨州④知州。以子溥贵，赠通议大夫。

注　释

①封赠：封建王朝推恩大官重臣，把官爵授予其父母，父母存者称封；已

死者称赠。封赠之制，起于晋、宋，至唐始备，最初一般仅及于父母，也很少

至极品。唐末五代后，到清末始上追曾祖、祖、父母三代，往往以子孙的官位

为赠。

②合肥县：在安徽省中部，水路经巢湖可通长江。西汉置合肥县，东晋改

汝阴县。隋复改合肥县，为庐州治。元以后为庐州路、府治。１９４９年设地级

市。现为安徽省省会。以肥水出紫蓬山，分为二支，流至此地后合而为一而得

名。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带，南淝河、东淝河流贯。

③通议大夫：文散官名。隋始置。唐为文官第七阶，正四品下。宋元丰改

制用以代给事中。后定为文官第十阶。金沿置，正四品。元升为正三品。明正

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加授正议大夫。清正三品概授通议大夫。

④滨州：五代后周显德三年 （９５６）改赡国军置，治渤海 （今滨州市）。

辖境相当今山东滨州市、沾化、利津及博兴的一部。元略有缩减。明洪武初省

渤海县入州。清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后不辖县。１９１３年改为县。

孝　　义

翟　孜　父卒，庐墓①三年，负土筑坟，不计昼夜。一夕梦神告曰： “此

夜有贼，不可出。”孜不信，至半途果遇贼；贼知为孜，亦不害。及母病，亟

索衣，失匙。孜以头撞锁，锁即自开。及卒，复庐墓三年。

董舜凤　割股啖亲，终丧庐墓，累经奖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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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显春　亲终，庐于墓，负土三年，虽四遇虎而志不变，屡经旌表②。

杜孟春　事节母，承颜③尽志。

注　释

①庐墓：古礼，父母或老师死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

墓，称 “庐墓”。

②旌表：封建社会对所谓忠孝节义的人，用立牌坊、赐匾额等方式加以表

扬，叫作 “旌表”。

②承颜：顺承尊长的颜色。谓侍奉尊长。

崇祯七年，流寇陷城，一时死者五十三人。俱经院题①，请以殉义表扬建

祠。善善从长②，应并录之，以励风化云尔。

金鲤化　 （千总，阵亡）

王授命　 （把总，阵亡）

王　 （ｂｉａｎ）　 （授命子）

王　爱　 （州吏。城陷，力杀数贼而死）

刘　波

任三才

尹相汤

阎三纲　 （以上乡绅）

张　斗

阎　
)

王希贤　 （以上贡士）

阎　珩

焦宗性

殷学尹

俞际飞

强以恕

殷绍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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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胤

李永茂

丘宪文

阎舜卿

阎光忠

杨体亨

韩　演

阎　完

杨世浩

莫自高

李　隆

冯复志

杨世烨

李皓如

焦自知

马尚健

阎光斗

阎光极

刘曰生

周　儒

杨　徵

李国柱

尹得民

李　粹

张　续

李时中

梁佐主

董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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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聪

阎光寰

张应世　 （以上生员）

艾之厚　 （耆宾③）

苏来聘　 （乡民）

李国栋

强以德

阎光启　 （以上街民）

注　释

①院题：官府 （朝廷）通报表扬。院，唐宋以来的官署名。唐御史台属

有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宋有枢密院、学士院、舍人院等。明清有都察院

等。题，评量。

②善善从长：《公羊传》：“君子之善善也长”。即从长远计，善待人的善

举。

③耆宾：指六十岁以上 ，德行高尚受人尊敬的老人。

节　　烈①

陈　氏　举人阎传妻。年二十余，同入京。传道卒，扶榇②归家，守节训

子四十余年。内外颂其贤。

注　释

①节烈：节妇烈女的缩略。节妇，封建社会指年三十以下夫死不嫁，独居

至五十以上的妇女。烈女，刚正有节操的女子。封建社会也称不愿改嫁或被侵

辱而殉身的女子为烈女。

②榇：棺材。

阎　氏　庠生①李汝松妻。夫亡，时氏年二十九岁。誓不欲生，即缢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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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免。数日方食，子方在襁褓，育之成立，艰苦万状，人所难堪②。万历八

年③。关西道④佥事张应福表⑤其贞节。

注　释

①庠生：明、清称府、州、县学的生员为庠生。

②堪：忍受。

③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

④关西道：道，古行政区划名。明清时在省、府之间设置的监察区。有分

巡、分守等道之别，长官称为道元。关西，函谷关以西之地，大约为今陕西关

中到甘肃陇中一带。

⑤表：表彰。

沈　氏　民人苟一新妻。夫故，时氏二十七岁。恸伤①几于灭性②，辛苦

守节四十八载。关西道佥事张应福表其贞节。

注　释

①恸伤：悲痛哀伤。

②性：生命。

俱　氏　民人姚度妻。度死，甘贫守苦，孝事翁姑，守志六十五载。院题

表扬。

杨　氏　民人尹希颛妻。夫死，氏年十九。遗孤周岁，抚养成立，矢志六

十一年，寿八十终。院题表扬。

杨　氏　府学生阎可让妻。夫死，氏年二十岁。日夜痛哭，至于吐血，两

月身死，同葬。院题表扬。

张　氏　民人韦臣妻。守节四十二年，贞白无玷。院旌贞节。

梁　氏　监生米养博妻。夫死，氏年二十七岁。遗二子，家甚寒薄。立志

坚石，佣女工以自给，抚二子迄于成立，苦节四十二年。院旌贞节。

李　氏　庠生阎
.

妻。夫死，氏年二十八岁。遗孤。家无余赀①，甘贫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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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二十八年，训子成立，诸孙颇众。院旌贞节。

注　释

①余赀：多余的钱财。赀，同 “资”。

王　氏　民人姚守官妻。夫死，氏年二十四岁，守节二十六年。院旌贞

节。

杨　氏　民人史载文妻。夫故，氏随夫柩缢死。万历间?赐旌节坊①。在

史家铺镇②，被寇毁，遗墓碑。

注　释

①旌节坊：表彰贞节的牌坊。

②史家铺镇：今温水镇史家铺村。

刘　氏　庠生尹际汤妻。夫故，二十八年，苦守孤寡，织坊自度，言动不

苟，节凛①冰霜。

注　释

①凛：严厉，令人敬畏。

崇祯七年①，流寇陷城。一时闺媛义不从贼，赴水死者甚众，已经院题表

扬建祠。今录之得一十五氏：

阎　氏　户部员外郎马翰如妻。城破投池塘，被贼曳出，抉②目毁面，大

骂，仍投塘死。

马　氏　贡士③张慎行妻。

胡　氏　县丞阎广宗妻。

李　氏　庠生马相如妻。已上城陷俱携幼女赴池死。

何　氏　庠生阎光升妻。

刘　氏　庠生阎光京妻。

·５８２·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李　氏　庠生阎光忠妻。

阎　氏　庠生李永茂妻。

阎　氏　庠生李振妻。

李　氏　庠生杨世浩妻。

阎　氏　贡生俞徽言妻。

王　氏　贡生王廷诏妻。

乔　氏　贡生王标妻。

李　氏　医生葛思洪妻。

武　氏　庠生阎舜卿妾。

注　释

①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

②抉：挑出，挖出。

③贡士：本是古代向最高统治者荐举人员的制度。隋、唐实行科举取士

后，成为对举子的一种称谓。宋制，凡解试合格，贡送礼部的举人，通称 “贡

士”。明、清时，会试考中者为贡士。

郑　氏　庠生李春芳之妻。齐氏，民人李寅甲之妻。齐即郑媳也。姑媳二

人，俱以三十孀居，矢志守节、教子育孙、慈孝兼备。崇祯年间，虽凶荒屡

罹①、兵燹频仍②，而其志益坚。康熙四十九年，公举详报③。

注　释

①凶荒屡罹：屡遭灾荒。

②兵燹 （ｘｉǎｎ）频仍：连续多次因战争而遭受焚烧破坏。燹，野火，兵

火，战火。

③公举详报：公开举荐并以公文上报。

李　氏　民人李崇荣之妻，李琚之母。二十六岁夫死守节，断发为誓，纺

绩织
/

，侍奉公姑，教子有方，勤俭立业。康熙四十九年，公举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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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门蒲氏　庠生马千承之妻，贡生马锡庶之母。年十六于归①马门，十九

岁夫亡。子在襁褓，立誓守节，奉翁姑而终老，教幼子而成立，教育兼至，节

孝两全。年逾七十。康熙四十九年，公举详报。

注　释

①于归：语出 《诗经·周南·桃夭》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于，往。

后因以出嫁为 “于归”。

贤　　妃

妃艾氏　州人布政艾公瑛孙女，生有贤德。成化中，韩王奏请册立①为妃，

封艾溥为兵马指挥使② （见 《通志》③）。

注　释

①册立：皇帝授予藩属、诸侯、宗属、妃嫔与功臣等封爵之方式。须举行

仪式，对受封者宣读授予封爵名号的诏书。此诏书称 “册文”，简称 “册”。

宣读后，将册文连同印玺授予被封者，称 “册封”。清制，立皇后之礼称 “册

立”，余称 “册封”。

②兵马指挥使：官名。唐中叶后有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称。自五代

后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袭旧号，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后周及

宋，咸沿其名，遂为禁卫之官。宋殿前司及侍卫亲军均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

使。元代亲军诸卫亦置之。明内外诸卫皆置指挥使等官，并建都指挥使司。清

唯京城有兵马司指挥，是为坊官，与宋明之制不同。

③ 《通志》：即 《（雍正）陕西通志》，清雍正七至十二年陕西总督、吏

部尚书刘於义等监修，粮储道沈青崖等编纂，一百卷，收入 《四库全书》。

《提要》称：“是编订古证今，详略悉当，视他志之詇
5

附会者较为胜之。书

中间有案语，以参考同异，亦均典核可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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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流　　寓①

唐

段德?　本姑臧人。仕陇，留不归。仕周②，奉朝请③。入隋，直文林

馆④。元孙秀实，以忠烈显。

注　释

①流寓：寄居他乡。

②周：指北周，朝代名，北朝之一。公元５５７年宇文泰子宇文觉代西魏称

帝，国号周，建都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史称 “北周”，亦称 “后周”，

“宇文周”。５７７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５８１年为隋所代。共历五帝，二十

五年。

③奉朝请：古代诸侯春季朝见天子叫朝。秋季朝见叫请。汉代对退职大

臣、将军、皇室、外戚，多给以奉朝请名义，使得参加朝会。隋初罢奉朝请，

另设表大夫、朝请郎，为文散官。

④直文林馆：在文林馆任职。文林馆，官署名，北齐始置，掌著作及校理

典籍，兼训生徒，置学士。直通 “职”。

晋

杨　轲　天水①人。易学②精微③，弟子受业至数百人。刘曜以太常④征，

不至。隐于陇山，教授不绝 （见 《通志》）。

注　释

①天水：郡名。西汉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置，治平襄 （今通渭西北）。辖

境相当今甘肃通渭、静宁、秦安、定西、清水、庄浪、甘谷张家川等市县及天

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地。西晋移治上絡 （今天水市）。北魏辖

境相当今天水、秦安、甘谷等市县地。唐为秦州，北宋为成纪县，明入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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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年改为天水县。

②易学：关于 《易经》的学问。

③精微：精细隐微。这里含有 “精深”之意。

④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时改称太常。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

士，秩中二千石，位居九卿之首，多由列侯充任。历代沿置，专司祭祀礼乐。

北魏称太常卿；北齐称太常寺卿；北周称大宗伯。南北朝时礼仪及郊庙制度等

皆由尚书裁定，此职位尊而清闲。隋至清皆称太常寺卿。清末废。

仙　　释①

元

董守志　元太祖②时人。字宽甫，号凝阳。族系女直③，本姓木虎。世居

隆安④，徙陇。以神仙为慕，感遇正阳、纯阳⑤、海蟾⑥，往来提挈，屡加点

化。晚筑庵于陇山低村。一日祥云覆地，疾雷震天，真人⑦谓其徒曰：“仙师

邀会蓬莱⑧矣！”遂返其真⑨。

注　释

①仙释：道士、和尚。

②元太祖：即成吉思汗 （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首领、军事

家和政治家。出生于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１２世纪末至１３世纪初，先后

统一蒙古诸部。１２０６年被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 （蒙古语 “海洋”或 “强

大”之意），建立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六年 （１２１１）和十年 （１２１５）大举攻

金，占领中都 （今北京城西南隅）。十四年 （１２１９）第一次西征，占领中亚大

片土地。二十二年 （１２２７）灭西夏，在六盘山病死。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元

太祖。

③女直：即 “女真”。一说因避辽兴宗名 （宗真）而改，一说是女真的另

一译写形式。

④隆安：府名。金贞初以隆州升，属上京路。故城在今吉林农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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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纯阳：指吕纯阳 （吕洞宾），八仙之一。

⑥海蟾：指刘海蟾 （刘宗礼），名操，字宗成，道教主流全真道北五祖之

一。

⑦真人：道家称 “修真得道”或 “成仙”的人。

⑧蓬莱：古代传说东海中的神山之一，为神仙所居。

⑨返其真：又叫 “反真”。复归自然本真之态。道家认为人死为复归自

然，故因以称死亡。

明

懒　翁　仕名任义，先本蜀之李氏子，避难寓陇焉。后官彭州①太守。忽

自叹曰：“三生②原是出家人，一念差来堕缙绅③，破衲蒲团瓢笠杖，依前还我

水云身④。”遂弃妻子，挂冠城门而遁。混迹缁流⑤，归隐于州之方山，结庐岩

壑。有二虎伏阶下，担米者惊见之，不为害。徜徉啸傲似唐之懒残，而诗歌梵

音⑥绝类寒山子⑦。门人于石壁树叶间寻得其遗迹，刻 《拾唾录》一集传世。

寿八十一。一日沐浴整衣，与大众别。行者道：“坐脱耶？”翁曰：“我不喜打

坐⑧。”行者道：“立化耶？”翁曰：“你也管我不住。”大众求偈⑨，翁竖起拳

头曰：“会么？”众无语。翁笑曰：“不是这个道理，老夫天堂也去得，地狱也

去得。”言讫，自卧而逝。白云绕室，异香三日不散。

注　释

①彭州：在四川省中部。南朝宋置晋寿县，北周改九陇县，唐为彭州治。

元入彭州。《元和郡县志》：彭州 “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

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明改彭县，１９９３年改设彭州市。

②三生：佛教语。指前生、今生、来生，即过去世、现在世、末来世。

③缙绅：同 “绅”。官宦的装束，亦作官宦的代称。

④水云身：自由自在之人。行为如行云流水，来去自由。

⑤缁流：僧众。中国僧徒多穿黑衣，故称 “缁流”。

⑥梵音：佛教音乐或和尚诵经之声。梵，梵语音译之词，意为 “清净”

·０９２·



卷之六·人物志

“寂静”。佛教沿用此语称呼与佛教有关的事物。

⑦寒山子：唐诗僧，一称寒山。大历 （７６６—７７９）中人。居始丰 （今浙

江天台）寒岩。好吟诗唱偈，与国清寺僧拾得交友。其诗多表现山林隐逸之趣

和佛教的出世思想，对世态亦有所讥刺。语言通俗诙谐，近于王梵志。有诗三

百余首，后人辑为 《寒山子诗集》。

⑧打坐：瞑目盘膝而坐，僧道修行方法的一种。

⑨偈 （ｊì）：佛经中的颂词。梵语偈佗的简称。多用三言、四言、五言、

六言、七言以至多言为句，四句合为一偈。

论曰：世称古今人不相及，岂其然哉！山川灵异，郁积之气散为庶物①，

钟②为英杰，道德文章，孝义节烈，代固不乏奇也。陇之文学③，首开于燕

子④，传至道⑤而立儒风。故孔子曰：“受业身通者⑥七十有二人，皆异能之士。

卓哉！莫与尚⑦矣。”春秋而降⑧，自郭司直、段太尉后，遂阒⑨其无人，岂真

山灵⑩衰歇哉？典籍散佚，故老无闻，或致失传耳。考之近代，显光气而立荣

名、奋才能而竖勋伐瑏瑡者接踵而出。下至巾帼女流，亦能冰霜树骨、金石旌

心瑏瑢，或坚矢柏舟瑏瑣、甘婴瑏瑤白刃，又何其轰轰多奇节也！至所传翟孝子之事尤

异，非其至诚所积，焉能动鬼神而柔凶暴若此者哉？有孝子而后有忠臣。予故

志及次，而不禁为之欷瑏瑥而慨慕瑏瑦矣！

注　释

①庶物：万物。

②钟：汇聚。

③文学：古代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通称为文学。儒家评论人物，

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称 “四科”，文学即文章博学。此处文学

一词，是用文章博学教育人才之意。

④燕子：指孔门弟子燕?。

⑤至道：最好的思想学说。

⑥身通者：学识贯通无所不知者。

⑦尚：久远。《吕氏春秋·古乐》：“乐所由来者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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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降：下。

⑨阒 （ｑù）：寂静。

⑩山灵：山神。

瑏瑡勋伐：《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

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里的 “勋

伐”意如功勋。

瑏瑢冰霜树骨，金石旌心：品质如冰霜般坚贞清白，心志同金石一样坚定。

瑏瑣柏舟：古称妇丧夫为 “柏舟之痛”，夫死不嫁为 “柏舟之节”。典出

《诗经·睟风·柏舟》。

瑏瑤甘婴：甘愿遭遇。婴，通 “撄”，遭遇。

瑏瑥欷：叹息抽噎。

瑏瑦慨慕：感慨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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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州志卷之七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艺　文　志

陇疆山水磅礴，毓①有先贤，继绍洙泗②，而文明博雅之士代不乏人，则

其灵秀之蓄也久，故其发之也厚，蔚为文章，遂擅③风雅，虽曰简册之光，盖

有华国④之美焉。合而辑之，斯钜观矣。为志艺文。

注　释

①毓 （ｙù）：孕育。

②继绍洙泗：继绍，继承；洙泗，即洙、泗二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泗水

县北合流西下，至鲁国首都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

之间，即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世因以洙泗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子的教泽。

③擅：拥有；长于。

④华国：为国家增光。

宸　　翰①

明

敕定西镇吴山诏

洪武三年②

　　为治之道，必本于礼③。考诸④祀典，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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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崇名⑤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

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⑥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

国家封号所可加渎⑦？礼不经⑧，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

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⑨。今命依古⑩，凡

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

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

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

有封爵宜仍瑏瑡其旧，庶几祀神之际名正言顺，于理为当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

所有定到，各各神号开列于后：

———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

神，北岳恒山之神；

———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

神，北镇医无闾山之神；

———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四渎称东渎大淮瑏瑢之神，南渎大江瑏瑣之神，西渎大河瑏瑤之神，北渎大

济瑏瑥之神；

———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

神。

———历代忠臣烈士，并依当时初封名爵称之。

———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系淫祠，有司毋瑏瑦得致祭。

注　释

①宸翰：帝王的书迹。

②洪武三年：公元１３７０年。洪武为明太祖朱元璋年号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③必本于礼：必须以礼制为根本。

④诸：相当于 “之于”

⑤崇名：高名，大名。

⑥萃：聚集。

⑦渎：轻慢，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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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不经：不遵守成规定法，近乎妄诞。

⑨僭 （ｊｉàｎ）差：僭越，差错。

⑩依古：依从古制。

瑏瑡仍：因袭，沿袭。

瑏瑢大淮：淮河，淮水。

瑏瑣大江：长江。

瑏瑤大河：黄河。

瑏瑥大济：济水。

瑏瑦毋 （ｗú）：不。

于戏！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①当正。故兹②诏示，

咸使闻知。

注　释

①分：名分。

②兹：此。

敕赠通议大夫①阎秀诰
弘治十二年②

　　祖之积善，余庆③必钟④于后人；臣之效忠，恩典⑤必及于先世，此国家之

定制，宜今昔之所同。尔阎秀乃都察院⑥右副都御史⑦仲宇之祖父，笃厚存心，

宽和济物；早承芳于诗礼，竟遁迹于丘园⑧；禄养弗逮⑨于贤孙，庆源有在⑩；

褒曲瑏瑡竟颁于再世，宠渥未涯瑏瑢。兹特赠为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灵

爽瑏瑣有知，尚其歆服瑏瑤。

注　释

①通议大夫：官名。隋置文散官，取秦大夫掌议论之义。唐制正四品以下

为通议大夫。宋制四品阶有通议大夫。元、明、清三代，以正三品为通议大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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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弘治十二年：公元１４９９年。弘治为明孝宗朱樘年号 （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③余庆：旧时指先代的遗泽。

④钟：积聚。

⑤恩典：谓帝王按定制给予臣子的恩赐和礼遇。

⑥都察院：官署名。明初改设御史台为都察院。其长官为左、右都御史，

下设左、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

⑦右副都御史：官名。其官阶在左副都御史下。

⑧丘园：山丘田园。代指乡村。

⑨弗逮：不及。

⑩庆源有在：庆源，福源；有在，尚在。

瑏瑡褒曲：“褒典”之误。褒典即褒奖的文件。

瑏瑢宠渥未涯：荣耀沾润未尽。

瑏瑣灵爽：指精神、精气，犹 “精爽”。

瑏瑤歆服：意如 “歆享”。

又制①曰：推母德而上必有渊源，录臣职之劳可无褒锡②？兹惟著典③，匪

自朕私。尔刘氏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仲宇之祖母，生有懿质④，嫔⑤于名门，

致厥贤孙陟⑥兹显位，虽阅⑦岁年⑧之久，庆泽犹存。特颁褒恤之恩，光荣未

艾⑨，是用⑩赠为 “淑人瑏瑡”。庶瑏瑢丘垄瑏瑣之有知，庇云瑏瑤仍于无 瑏瑥。

注　释

①制：帝王的命令。

②锡：通 “赐。”

③著典：即 “着典”，指颁发 《敕赠通议大夫阎秀诰》。

④懿质：美质。

⑤嫔：嫁。《书·尧典》：“厘降二女于妫，嫔于虞。”

⑥陟：升，登。

⑦阅：经历。

⑧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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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未艾：未尽。

⑩是用：因此。

瑏瑡淑人：善良的人。明清时期为三品官之妻的封号。

瑏瑢庶：希望。

瑏瑣丘垄：坟墓。

瑏瑤庇云：庇荫、庇护后代子孙的庆云。

瑏瑥 （ｙì）：厌、厌弃。

敕授通议大夫阎①诰
弘治十二年

　　厥子②象贤，肯堂③先于厥考④。勤国⑤重士，宠渥念其勤家。尔阎乃都

察院右副御史仲宇之父，诗书继世，文章成名，早听 《鹿鸣》⑥之歌，竟屈青

毡⑦之座。惟天眷德⑧，遂见桂子⑨承芳；寿考⑩作人，快
0

槐荫日茂。作忠原

于克瑏瑡孝，扬名期以显亲瑏瑢。兹以覃恩瑏瑣，封尔瑏瑤为 “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锡兹祉福，用嘉瑏瑥乃瑏瑦勋，永示后昆瑏瑧，无忘前烈！

注　释

①阎 （ｘｕáｎ）：号静乐，陇州人，明宣德十年 （１４３５）年举人。正统间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以乡科官教之职归里，于家乡建静乐堂以教学者。

②子：指阎的儿子阎仲宇。

③肯堂：“肯堂肯构”的简写。《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构？”《传》：“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

况肯构立屋乎！”后因以 “肯堂肯构”比喻子承父业。或将 “肯构” “肯堂”

分用，义同。

④考：亡故的父亲。在这里，指阎仲宇已故的父亲阎。

⑤勤国：尽力国事。

⑥ 《鹿鸣》：《诗经·小雅》的第一篇，是贵族的宴会诗。《诗序》说是宴

群臣嘉宾所用的乐歌。《鹿鸣》的乐曲至两汉魏晋间尚存，后失传。

⑦青毡：《晋书·王献之传》：“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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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后以 “青毡”为

儒者故家旧物之代辞。

⑧眷德：眷顾有德之人。

⑨桂子：对阎之子阎仲宇的美称。

⑩寿考：高寿。

瑏瑡克：能，能够。

瑏瑢亲：父母。

瑏瑣覃 （ｔáｎ）恩：广布恩泽。旧时多指帝王对臣下普行封赏或赦免。

瑏瑤尔：你。

瑏瑥嘉：嘉奖。

瑏瑦乃：你。

瑏瑧后昆：后代，后裔。

又制曰：崇忠荩①之风，显扬先于怙恃②；隆锡类之典③，纶 ④酬其劬

劳⑤。义方玉成⑥，式昭庭训⑦；和凡劳爱，允⑧赖母仪。尔李氏乃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仲宇之母，性著⑨懿恭⑩，生惟贞静；宜其家室瑏瑡，齐眉案瑏瑢以交辉；锡

尔祚嗣瑏瑣，迓瑏瑤科第而联芳；嘉厚德之流光，既树勋于有位；推积善之余庆，

宜受福于无疆。兹以覃恩，封尔为 “淑人”。绣衣阶下，荣慰恩勤；龙章瑏瑥在

躬瑏瑦，益彰圣善瑏瑧！

注　释

①忠荩：竭忠尽心。

②怙 （ｈù）恃：《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因以

“怙恃”为父母的代称。

③隆锡类之典：隆，高扬；锡类，谓以善施及众人， 《诗经·大雅·既

醉》有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语；典，法则。隆锡类之典，高扬嘉善的

法典制度。

④纶 （ｆú）：《礼记·缁衣》：“王言如纶，其出如 。”后即称皇帝的诏

令为 “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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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劬 （ｑú）劳：劳苦，劳累。

⑥义方玉成：义方，指行事应该遵守的规矩法度；玉成，原为 “爱之如

玉，助之使成”之意，后用为 “成全”之意。

⑦式照庭训：式昭，榜样昭彰；庭训，父母的教诲。

⑧允：实。

⑨著：显出

⑩懿恭：美好的敬肃之德。

瑏瑡宜其家室： 《诗经·周南·桃夭》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

归，宜其室家”之语。其中的 “宜其室家”，是 “定使家庭和顺美满”的意

思。而本文中的 “宜其家室”，是对 《桃夭》一诗中 “宜其室家”一语的改

写，其意思与 “宜其室家”同。

瑏瑢齐眉案：即 “举案齐眉”。

瑏瑣祚 （ｚｕò）嗣：有福的儿子，指李氏之子阎仲宇。

瑏瑤迓：迎接。

瑏瑥龙章：谓文彩炳焕，若龙章之服 （帝王、诸侯所穿的绣有龙形图纹的礼

服）。此处龙章都为比喻

瑏瑦躬：身。

瑏瑧圣善：《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

令人。”后世因以 “圣善”代称母亲。

国　朝

敕赠奉直大夫①马献图诰
顺治十四年

　　兴孝维君，锡类弘昭报本；教忠自父，服官敬用承家②。尔马献图乃山西

平阳府③蒲州④知州马翰如之父，道在躌躬⑤，爰被⑥丝纶⑦之重；志存作室⑧，

适⑨弘堂构⑩之遗。兹以覃恩，赠尔为 “奉直大夫”、山西平阳府蒲州知州，锡

之诰命。于戏！恩逮所生，弥瑏瑡表象贤之美；荣施下壤瑏瑢，益彰燕翼瑏瑣之庥瑏瑤。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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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奉直大夫：官名。宋大观间 （１１０７—１１１０）置，为文散官。元明清皆为

文职从五品封阶。

②承家：本义指承继家业。在此应作 “继承家教、家风”解。

③平阳府：宋政和六年 （１１１６）升晋州置，治所在临汾 （今山西临汾

市），辖境相当于今山西临汾、洪洞、浮山、霍县、汾西、安泽等市县地。元

初改为路。明初复为平阳府。１９１２年废。

④蒲州：州、府名。北周明帝二年 （５５８）改泰州置州。治所在蒲坂。唐

开元时 （７１３—７４１）升为河中府，旋仍为蒲州；乾元三年 （７６０）又升为河中

府。明初复为蒲州。清雍正时再升为府。１９１２年废。

⑤躌 （ｔí）躬：即 “躌身”。犹言安身。汉扬雄 《法言·修身》：“其为中

也弘深，其为外也肃括，则可以?身矣。”

⑥被：加。

⑦丝纶：《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疏》曰：“王言初出

微细如丝，及其出行于外，言更渐大如似纶也。”后世因称帝王的诏书为 “丝

纶”。

⑧作室：语出 《书·大浩》。治家之意。

⑨适：恰好。

⑩堂构：“肯堂肯构”的缩写。《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构？”后因以肯堂肯构喻子承父业。在这里， “堂构”应取

“治家有成”之意。

瑏瑡弥：更加。

瑏瑢下壤：地下。

瑏瑣燕翼：《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诒厥孙谋，以燕翼子。” 《传》：

“燕、安；翼，敬也。”《疏》：“思得泽及后人，故遗传其所以顺天下之谋，以

安敬事之子孙。”后因称善为子孙谋虑为 “燕翼”。

瑏瑤庥 （ｘｉū）：美善，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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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制曰：疏①恩将②母，弘推锡类之仁；移孝作忠，均③切显扬之念。尔山

西平阳府蒲州知州马翰如母杨氏，爱子能劳，笃义方于杼柚④；相夫克顺，端

令范⑤于闺闱⑥。兹以覃恩，赠尔为 “宜人⑦”。于戏！象服⑧昭荣，聿荷⑨廷

纶⑩之宠；熊丸瑏瑡遗教，永流泉壤瑏瑢之辉！

注　释

①疏：分。

②将：送。

③均：同样。

④杼柚：也作 “杼轴”。杼是织布用的梭子，柚是织布机的主要部件。在

这里，用 “杼柚”代指妇女的家庭劳作。

⑤令范：美好的风范。

⑥闺闱 （ｗéｉ）：闺门。

⑦宜人：封建时代命妇的一种封号。宋代政和年间 （１１１１—１１１８）始有此

制。文官自朝奉大夫以上至朝议大夫，其母或妻封宜人；武官官阶相当者同。

元明后，改依其子或夫官品受封。元代七品封宜人。明清五品封宜人。

⑧象服：古时王侯及诸侯夫人以绘画为饰之服。 《诗经·睟风·君子偕

老》：“象服是宜。”《传》：“象服，尊者所以为饰。”《疏》：“以人君之服画日

月星辰谓之象，故知画翟羽亦为象也。”清马瑞辰谓为
6

衣。

⑨聿 （ｙù）荷：聿，句首语气词，无意义；荷，承当、承受。

⑩廷纶：廷，朝廷。廷纶，朝廷，即皇帝的诏令。

瑏瑡熊丸：唐代柳仲郢少时好学，其母韩氏便和熊胆丸 （中药），使其夜服

以助勤。后因以 “熊丸”作为贤母教子的典故。事在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

三 《柳公绰传》中。

瑏瑢泉壤：地下。指人死后埋葬之处。

敕授奉直大夫马翰如诰

国家推恩而锡类，臣子懋德①以图功。懿典②攸③存，忱恂④宜勖⑤。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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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阳府蒲州知州马翰如，持躬⑥克⑦谨，莅事维⑧勤；司牧⑨有年，恪共奉职；

吏治著⑩循良瑏瑡之绩，官常彰清慎之声。庆典欣逢，新纶瑏瑢用贲瑏瑣。兹以覃恩，

特授尔阶奉直大夫，赐之诰命。于戏！式弘车服之庸瑏瑤，用励显扬之志。尚钦

荣命，益矢嘉猷瑏瑥！

注　释

①懋德：大德，盛德。

②懿典：美典。

③攸：所。

④恂：恭敬，谨慎。

⑤勖 （ｘù）：勉力，勉励。

⑥持躬：持身。

⑦克：能。

⑧维：通 “惟”。

⑨司牧：《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其中以

羊喻民。后世因称官吏为司牧。在这里，“司牧”带有 “作官蒲州”的意思。

⑩著：显露。

瑏瑡循良：奉公守法而有治绩。《北史·房谟传论》：“房谟忠勤之操，始终

若一；恭懿循良之风，可谓世有人矣。”

瑏瑢新纶：皇帝新颁的诏令。

瑏瑣用贲：用，以、因此；贲，盛大，在这里意谓皇帝恩德浩大。

瑏瑤庸：用。

瑏瑥益矢嘉猷 （ｙóｕ）：益，进一步；矢，通 “施”；嘉猷，善美的计谋。益

矢嘉猷，进一步施展善美的治政策略。

又制曰：靖共①尔位，良臣既效其勤；黾勉②同心，淑女宜从其贵。尔山

西平阳府蒲州知州马翰如妻阎氏，克娴③ 《内则》④，能贞顺以宜家⑤；载考国

常⑥，应褒嘉以锡宠。兹以覃恩，赠尔为 “宜人”。于戏！敬为德聚，实加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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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⑦以相成；恩与义均，岂以存亡而异视？

注　释

①靖共：恭谨。《诗·小雅·小明》：“靖共尔位，正直是与。” 《韩诗外

传》作 “靖恭”。

②黾 （ｍǐｎ）：勉　勤勉，努力。

③娴：熟练，熟悉。

④ 《内则》： 《礼记》篇名。杂记古代贵族妇女侍奉父母、舅姑的礼节，

也兼及贵族家庭中子弟侍奉长上的礼节。《礼·内则》《疏》引郑玄 《目录》：

“名曰内则者，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以闺门之内，轨仪可则，故

曰内则。”

⑤宜家：《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宋朱熹 《诗集

传》：“宜者，和顺之意；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 《左传·襄公

三十一年》：“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后因以 “宜家”称家庭安顺，夫妇

和睦。明瞿佑 《剪灯新话·金凤钗记》： “大人有溺爱之恩，小子有宜家之

乐。”

⑥载考国常：载，发语词，无意义；考，考察；国常，国家的典章制度，

《国语·越语下》：“无忘国常。”载考国常，依据国家的制度规定。

⑦儆 （ｊǐｎｇ）：儆戒。

御祭西镇吴山文诰

顺治十八年①八月十九日祭曰：惟神毓秀五峰，建维三辅②，瞻岐带渭，

育物福民。朕诞膺③天命，祗④荷神庥；特遣专官，用申⑤殷荐⑥。惟神鉴焉！

注　释

①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顺治为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 （１６４４—

１６６１）。

②建维三辅：汉景帝二年 （前１５５），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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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辅之地，因称 “三辅”。武帝太初元年 （前１０４）改

左右内史、主爵中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地

区。后世政区划分虽时有更改，但直至唐，习惯上仍称这一地区为 “三辅”。

建维三辅，直立三辅之地。

③诞膺：诞，语助词，无义；膺，受。

④祗 （ｚｈī）：恭敬。《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⑤申：向上陈述。

⑥荐：献，进。

康熙六年①八月十七日祭曰：惟神毓秀五峰，建维西陇；瞻岐带渭，育物

福民。朕躬亲政务，祗荷神庥；特遣专官，用申殷荐。惟神鉴焉！

注　释

①康熙六年：公元１６６７年。

康熙二十一年①三月二十日祭曰：惟神凝位金天②，建维陇首③；屏翰④西

土，配岳称尊⑤。朕祗承神，疆域荡平；特遣专官，用申殷荐。惟神鉴焉！

注　释

①康熙二十一年：公元１６８２年。

②金天：华山之神。唐玄宗先天二年 （７１３），封华岳神为 “金天王”。

《唐文粹》卷五十唐玄宗 《西岳太华山碑铭序》：“加视王秩，进号金天。”

③陇首：陇山，即陇州人所说的 “关山”。

④屏翰：屏藩。《诗经·小雅·桑扈》：“之屏之翰，百辟为宪。”又 《大

雅·板》：“大邦维屏，大宗为翰。”屏，屏障；翰，主干。其后也用以称 （比

喻）镇守一方的长官。

⑤配岳称尊：吴山为五镇之一，称西镇，与西岳华山相配，在天下群山中

地位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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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六年①八月初三日祭曰：惟神秀峙五峰，位尊二陇②，名称③乔

岳④，地镇金天。朕以剿除狡寇，三履⑤遐荒⑥，期⑦扫边尘⑧，硋安⑨中外。今

者祗承神⑩，塞北瑏瑡永清，用告成功，专官秩祀瑏瑢。惟神鉴焉！

注　释

①康熙三十六年：公元１６９７年。

②二陇：一指陇右 （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古代以西为右。陇右约当今甘肃

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一指陇州。

③称：相称，配得上。

④乔岳：高峻的山岳，本指泰山。

⑤履：践踏，这里为 “来到”之意。

⑥遐荒：遥远而荒凉的地方。

⑦期：期望。

⑧边尘：战士驰逐原野则风尘四起，因以边尘代指战争。在这里， “边

尘”特指边患。

⑨硋安：安定，太平无事。

⑩：保佑。旧指天、神的佑助。

瑏瑡塞北：也称 “塞外”。旧时指外长城以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

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及河北省外长城以北地。

瑏瑢秩祀：按常度祭祀。

康熙四十二年①四月初十日祭曰：惟神位奠②金天，功齐莲岳③，威灵丕

赫④，作镇西方。朕祗承休命⑤，统驭寰区⑥；夙夜⑦勤劳，殚思⑧上理⑨，历兹

四十余载。今者适届五旬，海宇升平⑩，民生乐业；见瑏瑡舆情之爱戴，沛瑏瑢下

土瑏瑣之恩膏。特遣专官，虔申瑏瑤秩祀。尚凭灵贶瑏瑥，益赐蕃禧瑏瑦，我国家，共

登仁寿瑏瑧。神其鉴焉！

注　释

①康熙四十二年：公元１７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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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奠：定。

③莲岳：即华山。其山有五峰，状如莲花，故称 “莲岳”。

④丕 （ｐī）赫：大大地显赫。

⑤休命：美善的命令。《易·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⑥统驭寰区：统驭，综理 （总领）；寰区，天下。

⑦夙夜：日夜。

⑧殚 （ｄāｎ）思：尽力思考。

⑨上理：上，天，《书·文侯之命》谓 “昭升于上”。上理，天理。

⑩升平：承平。

瑏瑡见：表示被动，意如 “被”。

瑏瑢沛：充盛。

瑏瑣下土：地，对天而言。《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也指边远地区。《汉书·刘辅传》：“新从下土来，未知朝廷体。”在这里，“下

土”当指全国的民众，因对上 （康熙）而言。

瑏瑤虔申：虔，恭敬；申，一再。虔申，恭敬地一再 （致祭）。

瑏瑥贶 （ｋｕàｎｇ）：赐予。《左传·成公十二年》：“贶之以大礼。”

瑏瑦蕃禧：蕃，众多；禧，幸福、吉祥。蕃禧，许多的幸福和吉祥。

瑏瑧仁寿：言仁者安静，故多长寿。《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

者乐，仁者寿。”在这里，“仁寿”是 “国家太平、人民多福长寿”的意思。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初十日祭曰：惟神秀秉金天，功齐华岳，灵威有赫①，

作镇西方。朕缵②受鸿图③，抚临区宇④；殚思上理，夙夜勤求，惟日孜孜不遑

暇逸⑤；兹御极⑥五十余年，适当六旬初届⑦。所幸四方宁谧，百姓硋和⑧，稼

穑岁登⑨，风雨时若⑩。维庶征瑏瑡之协应，爰群祀之虔修。特遣专官，式循旧

典。冀瑏瑢益赞瑏瑣雍熙瑏瑤之运，尚永贻瑏瑥仁寿之休瑏瑦。俯鉴精忱，用垂歆格瑏瑧！

注　释

①有赫：有，词头，无意义；赫，显著、显赫。

②缵：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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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鸿图：宏大的基业，多指帝位。《宋史·律历志三》谢绛上书：“太祖

生于洛邑，而胞络惟黄，鸿图既建，五绛聚于奎躔，而镇星是主。”

④区宇：疆土境域。这里意如 “天下”。

⑤暇逸：闲暇安逸。

⑥御极：登上最高的地位。这里指登上皇位。

⑦届：至、到达。

⑧硋 （ｙì）和：安定泰和。

⑨稼穑岁登：稼穑，播种和收获，这里意如 “庄稼”；岁，年年；登，成

熟。稼穑岁登，庄稼连年成熟，丰收。

⑩若：顺从。《诗经·小雅·大田》：“曾孙是若。”

瑏瑡庶征：某事发生前的许多迹象、征候。多指以晴雨冷热等征验年岁的丰歉。

瑏瑢冀：希望。

瑏瑣赞：辅助。

瑏瑤雍熙：和乐的样子。《文选》汉张衡 《东京赋》：“百姓同于饶衍，上下

共其雍熙。”

瑏瑥贻：赠予。

瑏瑦休：美。

瑏瑧歆格：歆，用食品祭祀鬼神，意如 “食” “享”；格，来。歆格，即

“格歆”，意如 “来享”。

赞

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

　　盖自三才①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传而圣人代宣其蕴②，有行道之圣，得

位以绥猷③；有明道之圣，立言以垂宪④，此正学⑤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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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三才：古指天、地、人。“才”，也作 “材”。

②蕴：事理的深奥处。

③绥猷：绥，安抚；猷，谋划。

④宪：法令，法则。

⑤正学：指儒家学说。汉武帝时排斥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为正学。

⑥泯：灭。

粤稽往绪①，仰溯前徽②，尧、舜、禹③、汤④、文武⑤达⑥而在上⑦，兼

君、师之寄⑧，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⑨，穷而在下，秉删述⑩之权瑏瑡，明

道之圣人也。行道者勋业炳瑏瑢于一朝瑏瑣，明道者教思周瑏瑤于百世。尧、舜、文武

之后不有孔子，则学述纷淆瑏瑥、仁义湮塞瑏瑦，斯道之失传也久矣；后之人而欲

探二帝瑏瑧、三王瑏瑨之心法，以为治国平天下之准瑏瑩，其奚瑐瑠所取衷瑐瑡焉？然则孔

子之为万古一人也，审瑐瑢矣！朕巡省瑐瑣东国瑐瑤，谒祀瑐瑥阙里，景企瑐瑦滋深，敬詀

笔瑐瑧而为之赞曰：

注　释

①粤稽往绪：粤，句首语气词，无义；稽，考察；往绪，过去、从前的事

情。粤稽往绪，考察以前的事。

②徽：美、善。这里指古代美善的人和事。

③禹：人名。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姒姓，也称 “大禹” “夏禹”

“戎禹”。一说名文命，为鲧之子。因奉舜命治水有功，被其选为继承人。舜

亡后，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其子名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即夏朝。

④汤：人名，又称 “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甲骨文称

“唐”“大乙”“高祖乙”。商朝的建立者。原为商族领袖，率军攻灭葛国、韦

国、顾国、昆吾等国，成为当时的强国。后率军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⑤文武：指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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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达：得志、显贵。

⑦在上：身居上位，这里指身居王位。

⑧寄：委托，此处可作 “寄托”解。

⑨不得位：未能登上王位。

⑩删述：删节，整理文献。孔子晚年着力于教育，曾整理 《诗》《书》等

古代文献，并将鲁国史官所记之 《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

年体历史著作。

瑏瑡权：秤锤，此处可作 “标准”“尺度”或 “法则”解。

瑏瑢炳：光昭，彰显。

瑏瑣一朝 （ｚｈāｏ）：一时。《论语·颜渊》：“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

非惑与？”

瑏瑤周：周遍，遍及。

瑏瑥纷淆：纷乱混杂。

瑏瑦湮塞：阻塞埋没。

瑏瑧二帝：指唐尧和虞舜。

瑏瑨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瑏瑩准：依据，准则。

瑐瑠奚 （ｘī）：疑问代词，相当于 “何”“哪里”。

瑐瑡衷：善，正。

瑐瑢审：明确，确实。

瑐瑣巡省：巡视检查。

瑐瑤东国：中国东部各地。

瑐瑥谒 （ｙè）祀：拜见并祭祀。

瑐瑦景企：景，大；企，企及、赶上。

瑐瑧詀 （ｃｈī）笔：詀，舒张。詀笔，犹言 “挥笔”，谓作文。

清浊有气，刚柔有质。圣人参之，人极①以立。行著习察②，舍道③莫由。

惟皇④建极⑤，惟后⑥绥猷。作君作师，垂统⑦万古。曰：惟尧、舜，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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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五百余岁，至圣⑧挺生⑨；声金振玉⑩，集厥大成瑏瑡；序 《书》删

《诗》，定礼正乐；既穷 《象》瑏瑢 《系》瑏瑣，亦严笔削瑏瑤；上绍瑏瑥往绪，下示来

型瑏瑦；道不终晦，秩然大经瑏瑧。百家瑏瑨纷纭，殊途异趣。日月无逾，羹墙瑏瑩可

晤瑐瑠。

注　释

①人极：北宋周敦颐语，谓做人的最高标准。

②行著习察：（良好的）行为习惯昭著。

③道：这里特指儒家学说和主张。

④皇：皇天，尊言天。《书·大禹谟》：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天下为

君。”汉许慎 《五经异义》： “天有五号，各用所宜标之。尊而君之，则曰皇

天；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仁覆闵下，则称天；自上监下，则称上天；据远

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

⑤建极：《书·洪范》谓治理政事的大道有九，称九畴，其五为 “建用皇

极”。《传》：“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指令天下之人，各

得其中，不失其所。后世常用作颂扬帝王立法以治国的套话。晋陆云 《陆士龙

集》卷二 《赠顾骠骑后二首》其一：“惟皇建极，缉熙清曜。”

⑥后：后土。古代称大地为 “后土”。 《楚辞·九辩》： “后土何时而得

誐？”

⑦垂统：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多指皇位的承袭。

⑧至圣：指儒学的创立者孔子。

⑨挺生：特出；突出。

⑩声金振玉：即 “金声玉振”。《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指钟，玉指磬。比喻孔子的德行全备，正如

奏乐，以钟发声、以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后用以比喻才学精妙。

瑏瑡集厥大成：谓孔子德行皆备，集儒学之大成。

瑏瑢 《象》：指 《象传》。《周易》的十翼之一，为解释爻象之辞，亦称 《易

大传》。总释一卦之象者曰 “大象”，论一爻之象者曰 “小象”。旧谓周公所

作，或说出于孔子，均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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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系》：指 《系辞》。即 《系辞传》， 《易传》思想的代表作， 《十翼》

中的两篇。“系”取 “系属”之义，即 “系属其辞于爻卦之下”。传孔子曾深

研 《易》理，对其多所发明。

瑏瑤笔削：古代无纸，书写文字于竹简木札之上，遇有错误，则用刀削去而

用笔改正之。后世因称修改文字为 “笔削”。

瑏瑥绍：接续。

瑏瑦来型：未来的范式。

瑏瑧大经：大法；常规。《左传·昭公十五年》：“礼，王之大经也。”

瑏瑨百家：指先秦诸子，举成数而言。

瑏瑩羹墙：《后汉书》卷六十三 《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

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后因以

“羹墙”为思慕之词。宋赵舆酑 （ｙáｎ） 《娱书堂诗话》：“适睿思殿有徽祖御

画，特为卓绝。上时持玩，以起羹墙之悲。”

瑐瑠晤 （ｗù）：相遇；见面。

孔子之道，惟① “中”与 “庸”②。此心此理，千圣所同。孔子之德，仁

义中正③。秉彝④之好，根本天性⑤。庶几夙夜，勖哉⑥令图；溯源洙、泗⑦，

景躅⑧唐虞⑨；载历庭除⑩，式观礼器；詀毫瑏瑡仰赞，心焉遐企瑏瑢。百世而上，

以圣为归；百世而下，以圣为师。非师夫子瑏瑣，惟师于道。统天御世瑏瑤，惟道

为宝。泰山岩岩瑏瑥，东海泱泱瑏瑦。墙高万仞瑏瑧，夫子之堂。孰窥其藩？孰窥其

径？道不远人瑏瑨，克念作圣瑏瑩。

注　释

①惟：只，只有。

② “中”与 “庸”：即 “中庸”。中庸是儒家最主要的伦理思想，意谓处

理事物要持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被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

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③中正：正直。

④秉彝：执守天之常道。《诗经·大雅·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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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曰：“秉，执也。……民所执持有常道。”

⑤根本天性：根原基于天性。

⑥庶几夙夜勖哉：希望 （大家）朝夕努力，学习孔子之道。

⑦洙、泗：本指洙水和泗水，此处用以代指孔子。

⑧景躅 （ｚｈú）：景，仰慕；躅，足迹。景躅，仰慕尧、舜的作为。

⑨唐虞：唐，指陶唐氏尧帝；虞，指有虞氏舜帝。

⑩庭除：庭前阶下；庭院。

瑏瑡毫：毛笔。

瑏瑢遐企：遐，远；企，踮起脚跟，引申为 “仰望”。遐企，仰望、思慕远

古时代的尧和舜。

瑏瑣夫子：古代时对男子的敬称，这里特指孔子。

瑏瑤统天御世：统天，《易·7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疏》：“乃统天者，以其至健而为物始，以此乃能统领于天”，后用以指统治

天下；御世，统治世间。统天御世，统治、经理天下。

瑏瑥岩岩：高峻。《诗经·鲁颂· 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瑏瑦泱泱：深广。《诗经·小雅·瞻彼洛矣》：“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又，

“弘大”的样子。二义在此皆通。

瑏瑧仞：古代的长度单位，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瑏瑨道不远人：语出 《中庸》，孔子之道距离人们不远。

瑏瑩克念作圣：（要）考虑做道德高尚的人。

颜　子①赞

圣道②早闻，天资独粹。约③礼博文，不迁④不贰⑤。一善服膺⑥，万德来

萃⑦。能化而齐，其乐一致。礼乐四代⑧，治法兼备。用行舍藏⑨，王佐之器！

注　释

①颜子：指孔子的学生颜渊 （前５２１—前４８１）。孔子称赞他的德行，谓其

“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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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圣道：指孔子之道。

③约：约束。

④不迁：不转移，不变更。

⑤不贰：指 “不贰过”，不再一次。

⑥服膺：牢记在胸中，衷心信服。《礼记·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

⑦萃：聚集。

⑧礼乐四代：颜渊曾问孔子礼乐之事。孔子答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

服周之冕，乐则绍舞。放郑声，远佞人。

⑨用行舍藏：也作 “用舍行藏”。《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

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用，指被任用；舍，指不被任用；行，

谓出仕；藏，谓隐退。意谓见用则出仕，不见用则退隐。蔡邕 《陈太丘碑》：

“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

曾　子　赞

洙泗①之传，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明德新民，止善为期②。

格致③诚正，均平以推④。至德要道，百行所基⑤。纂承统绪⑥，修明训辞⑦！

注　释

①洙泗：孔子的儒道。

②明德新民，止善为期： 《礼记·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明德，美德；新民，本为 “亲民”，南宋朱熹易以 “新

民”；止善，止于至善，至善即大善；为期，为盼。相传 《礼记》中 《大学》

一文是由曾子撰写的，所以这里赞他 “明德新民，止善为期”。

③格致：“格物致知”的简称，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大学》：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④均平以推：均衡推究。

⑤百行所基：百行，各种善行，《旧唐书·刘君良传》谓 “士有百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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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为先”；基，基础。百行所基，是各种善行的基础。

⑥纂承统绪：纂承，继承；统绪，传统，这里指儒学传统。

⑦修明训辞：修明，整饬清明；训辞，教诲之辞，这里指孔子的遗教。修

明训辞，整理孔子的学说，使之清晰明朗。

子　思　赞

於穆之命①，道之大原②。静养③动察④，庸德庸言⑤。以育万物，以赞⑥乾

坤。九经⑦三重，大法是存⑧。笃恭慎独⑨，成德之门⑩。卷之藏密瑏瑡，扩之无

垠瑏瑢！

注　释

①於穆之命：於穆，赞叹之辞，《诗·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

穆不已。”於穆之命：美好的天命。

②大原：源泉；起源。

③养：修养。

④察：观察。

⑤庸德庸言：日常的德行和言语。《易·乾·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

谨。”

⑥赞：辅佐。

⑦九经：指儒家的九部经典。ａ．唐代以科举取士，在 “明经”科中有

《三礼》（《周礼》《仪记》《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梁传》），

连同 《易》 《诗》 《书》叫 “九经”。ｂ．宋刻本巾箱本九经白文，以 《易》

《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为 “九经”。

ｃ．明郝敬 《九经解》，以 《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

《论语》《孟子》为 “九经”。ｄ．清纳兰成德 《通志堂经解》，以 《易》《书》

《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论》《孟子》《四书》为 “九经”。ｅ．清惠

栋 《九经古义》，解释 《易》 《书》 《诗》 《左传》 《礼记》 《仪礼》 《周礼》

《公羊传》《?梁传》 《论语》十经，其中 《左传补注》别本单行，故以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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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九经”。此处所言 “九经”未必有确指，应就泛意而言。

⑧是存：存于其中。

⑨慎独：儒家用语。意谓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

⑩门：做事情的方法和关键。《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瑏瑡藏密：密藏。

瑏瑢垠 （ｙíｎ）：边际，尽头。

孟　子　赞

哲人①既萎②，杨③、墨④昌炽。子舆⑤辟⑥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⑦，知

言养气⑧。道称⑨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⑩，并垂六艺瑏瑡。孔学攸传，禹

功作配瑏瑢！

注　释

①哲人：才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这里特指孔子。 《礼记·檀弓上》：

“哲人其萎乎！”

②萎：本义为 “植物枯槁”，后引申为人的死亡。

③杨：指战国初年哲学家杨朱。先秦古籍中又称他 “杨子”“阳子居”或

“阳生”，魏国人。相传他极力反对墨子的 “兼爱”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主张

“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

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孟子说他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猛烈

抨击他的 “为我”思想。他没有留下著作，其活动及言论散见于 《孟子》《庄

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

④墨：指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相传原为宋

国人，后长期住于鲁国。因不满儒家的 “礼”，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

家的主要反对派。其 “天志” “明鬼”学说不脱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赋以

“非命”和 “兼爱”的内容，反对儒家的 “天命”和 “爱有差等”说，认为

“执有命”是 “天下之大害”，力主 “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

别。其本人更有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他的 “非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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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 “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

当时权贵 “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重视生产，强调 “赖其力者

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提出 “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 “官无常贵，

民无终贱”，期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当时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劳动者的社会

地位和经济地位， “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他探

研了关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 “三表”，并提出了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命题。其弟子众多，以 “兴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墨子学说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很大，与儒

家并称 “显学”。现存 《墨子》５３篇，是研究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

《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

《节用》等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耕柱》以下至 《公输》各篇，记述

墨子及弟子的言行；《经》上、下，《经说》上、下及 《大取》 《小取》等６

篇，是后期墨家的哲学和科学著作；《备城门》以下１１篇，讲的是战争防御和

制造器械的方法。《墨子》通行的注本，有清孙怡让的 《墨子间诂》等。

⑤子舆：孟子的字。

⑥辟：驳斥。

⑦性善独阐：孟子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的

道德意识，提出有所谓 “不虑而知”的 “良知”和 “不学而能”的 “良能”。

⑧养气：是孟子提出的修养方法。《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

气。”北宋程颐 《遗书》：“养气则志有所帅也。” “气”指一种主观的精神状

态。

⑨称：相称，配得上。

⑩煌煌七篇：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著有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

著录其文１１篇，至清代仅存７篇，故谓 “煌煌七篇”。

瑏瑡六艺：即六经。《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

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

以道义。”刘歆 《七略》著录六经经籍，称作 “六艺略”。

瑏瑢禹功作配：谓孟子传承孔子学说的功绩，可与大禹治水的功业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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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御制平定朔漠①告成太学碑

康熙四十三年

　　惟天尽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区，悉以畀②予一人③。践祚④迄今，萤

夜殚思⑤，休养生息，冀臻⑥熙?⑦，以克副⑧维皇天大德，好生⑨之意。庶几⑩

疆域无事，得以偃兵瑏瑡息民。

注　释

①平定朔漠：指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的事。

②畀 （ｂì）：给予，付与。

③予一人：古代天子的自称。《书·汤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

人诰。”也作 “余一人”。后来，诸侯也有称 “余一人”的。

④践祚 （ｚｕò）：也作 “践阼”，旧时指帝王即位。践，履。古代庙、寝堂

前有两阶，主阶在东，称 “阼阶”。阼阶上为主位，因称即位行事为 “践阼”。

⑤殚 （ｄāｎ）思：竭尽心力思考。

⑥臻：达到，极尽。

⑦熙?：熙，幸福、吉祥、兴盛；?，心情舒畅。熙?， （让）人民幸

福，心情舒畅。

⑧克副：能相符、相称。

⑨好生：爱护生灵。《书·大禹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⑩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或推测。

瑏瑡偃兵：停止征战。《庄子·徐无鬼》：“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

乃厄鲁特噶尔丹①阻险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辄狡②焉；肆③其

凶逆，犯我边鄙④，虐我臣服⑤，人用弗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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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厄鲁特噶尔丹：噶尔丹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为巴图尔珲

台吉的第六子。在兼并了卫拉特其余三部后，噶尔丹势力强盛，勾结沙俄制造

分裂。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攻击喀尔喀部；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进扰内蒙古，

被清军击败于乌兰布通；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复被清军败于土拉、克鲁伦两河

上源之间的昭莫多。次年自杀。

②狡：（受到）伤害。《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量之无狡民之辞。”卢

辩 《注》曰：“狡，害也。”

③肆：极，尽。

④边鄙：边远之地。这里指被噶尔丹袭扰的中国西北边陲地区。

⑤虐我臣服：祸害我国边地民众，妄图使其称臣屈服。

⑥人用弗宁：（我国边地的）人民因此不得安宁。

夫荡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边寇不除，则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

愤，天讨①所必加，岂惮②一人之劳，弗贻天下之逸？！于是断自朕心，躬临朔

漠，欲使悔而革心③，故每许以不杀。彼怙终④不悛⑤。我师三出绝塞，朕皆亲

御以行，深入不毛，屡涉寒暑⑥；劳苦艰难，与偏裨⑦、土卒共之。迨彼狂授

首⑧、胁从归诚⑨，荒外君长来享阙下⑩，西北万里灌燧销烽瑏瑡，中外又谧。

注　释

①天讨：旧指帝王禀承天意惩罚罪人，或亲自出兵讨伐。《书·皋陶谟》：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②惮 （ｄàｎ）：畏惧，害怕。

③革心　改变初心。

④怙 （ｈù）终：有所恃而终不改过。

⑤不悛 （ｑｕāｎ）：不悔改。

⑥寒暑：谓一年。

⑦偏裨 （ｐí）：偏将和裨将。将佐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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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授首：被杀。诸葛亮 《后出师表》：“举兵北征，复候授首。”

⑨归诚：归降；投诚。

⑩荒外君长来享阙下：荒外，八荒之外极荒僻的地方，这里指边地少数民

族聚集之地；君长，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享，进献；阙下，宫阙之下，帝王

所居之处，这里指清代中国的首都北京。荒外君长来享阙下，边远地区少数民

族政权的首领来北京献贡，称臣言和。

瑏瑡灌燧销峰：用水浇灌烽火台，使其烽 （火）息燧 （烟）销。意谓西北

一带无战事。

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释①眚灾②，洁事?③，望为

亿兆④祈升平⑤之福。而廷臣请纪功太学，垂示来兹⑥。朕劳心于邦本⑦，尝欲

以文德⑧化成天下，顾兹武略。群臣佥⑨谓所以建威销萌⑩，宜昭斯绩于有永瑏瑡

也。朕不获辞瑏瑢。考之 《礼》，《王制》瑏瑣有曰：“天子将出征，受命瑏瑤于学瑏瑥；出

征执有罪瑏瑦反瑏瑧，释奠于学，以讯馘瑏瑨告。”而 “泮宫之诗瑏瑩”亦曰：“矫矫瑐瑠虎

臣，在泮献馘瑐瑡。”又 《礼》： “王师瑐瑢大献瑐瑣，则奏恺瑐瑤乐。大司乐瑐瑥掌其事。”

则是古者文事武事为一折冲瑐瑦之用，具瑐瑧在樽俎瑐瑨之间。故受成瑐瑩献馘，一归于

学，此文、武瑑瑠之盛制也。朕向意瑑瑡于三代瑑瑢，故斯举也，出则告于神癨瑑瑣，归

而遣祀阙里。兹允延臣之请，犹礼先师瑑瑤，以告克之遗意，而于六经之旨为相

符合也，爰取 “思乐泮水瑑瑥”之义，为诗以铭之，以见瑑瑦取乱侮亡之师，在朕

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实，或者不戾瑑瑧于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尔。铭曰：

注　释

①蠲 （ｊｕāｎ）释：除去。

②眚 （ｓｈěｎｇ）灾：眚，疾苦。眚灾，（战争带来的）疾苦和灾难。

③? （ｙīｎ）：升烟以祭，古代祭天的典礼。在这里是名词动用，意为 “祭

天”。

④亿兆：指民众。

⑤升平：承平，相承平安之意。

⑥来兹：来年。《吕氏春秋·任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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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邦本：国家的根本，指人民。典出 《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

⑧文德：指以礼乐教化进行统治。

⑨佥：都，全。

⑩销萌：销除叛乱的萌芽。

瑏瑡有永：有，助词，无义，一字不成词，则加 “有”字以配之，常置于

名词、形容词之前。有永，永远。

瑏瑢不获辞：不能推辞。

瑏瑣 《王制》：《礼记》篇名。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杂采六经古制，较系统地

记述有关封国、爵禄、朝觐、丧祭、巡狩、刑政、学校等典章制度。其内容与

真实的商周礼制不尽相同，与 《周礼》也多不合。今文经学家每据以排斥古

文经学。从中可以考见中国古代之政治制度和儒家政治思想。

瑏瑤受命：受天之命，是古代帝王托神权以自重之辞。

瑏瑥学：学校。这里特指太学。

瑏瑦有罪：有罪之人。

瑏瑧反：返回。《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这个意

义后来写作 “返”。

瑏瑨讯馘 （ｇｕó）：讯，西周时对俘虏的称呼；馘，古代战时割取所杀敌人的

左耳，用以计功，也指割下的左耳，《左传·宣公二年》：“俘二百五十人，馘

百人”，《诗经·鲁颂·泮水》谓 “在泮献馘。”讯馘，指战争中的俘虏和已杀

之敌。

瑏瑩泮宫之诗：指 《诗经·鲁颂·泮水》一诗。其中 “泮水”也作 “泮

宫”。

瑐瑠矫矫：也作 “ ”。勇敢威武。

瑐瑡献馘：古时出战杀敌，割取敌人左耳以献上论功。

瑐瑢王师：帝王的军队，仁义之师。

瑐瑣大献：指在泮宫 （太学）中献馘。

瑐瑤恺：通 “凯”，为古代军乐，凯旋献俘时奏之。 《周礼·夏官·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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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

瑐瑥大司乐：又名 “大乐正”。主管音乐教育的官。

瑐瑦折冲：折还敌方的战车，意谓抵御敌人。《吕氏春秋·召类》：“夫修之

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高诱 《注》：“冲，车；所以冲突敌之军，

能陷破之也……使欲攻己者，折还其冲车于千里之外，不敢来也。”后引申为

进行外交谈判。

瑐瑧具：全。

瑐瑨樽俎 （ｚǔ）：同 “尊俎”，古代盛酒和肉的器皿，常用为宴席的代称。徐

陵 《册陈王九锡文》：“决胜于樽俎之间。”

瑐瑩受成：《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郑玄 《注》：“定

兵谋也。”孔颖达 《疏》： “其谋成定，受此成定之谋在于学里，故云受成于

学。”后称办事遵照主管者之计划而行，不自作主张为 “受成”。

瑑瑠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

瑑瑡向意：敬仰。

瑑瑢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瑑瑣神癨：天地之神。天为神，地为癨，故谓 “神癨”。

瑑瑤先师：指孔子。

瑑瑥思乐泮水：《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 （学宫），薄采其芹……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思乐泮水，薄采其茆 （莼菜）。”极言在学宫前泮池

中采集各种水菜的乐趣。

瑑瑦见 （ｘｉàｎ）：同 “现”。

瑑瑧不戾：戾，违背。不戾，不违背。

巍巍先圣①，万世之师，敬信爱人，治平②所基；煌煌圣言，文武道一③；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④。朕临域中⑤，逾兹三纪⑥；常见 “羹墙”，寤寐永矢⑦；

下念民瘼⑧，上承帝谓⑨。四海无外，尽隶侯尉。维彼凶丑⑩，渎乱瑏瑡典常瑏瑢；

既梗瑏瑣声教瑏瑤，遂窥我疆。譬之于农，患在螟酟瑏瑥。秉畀瑏瑦不施，将害稼穑。

度瑏瑧彼游魂，险远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龟筮瑏瑨其依；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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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乘瑏瑩，建以龙?瑐瑠。祝融骖鸾瑐瑡，风伯瑐瑢戒途。宜瑐瑣而，利我樵苏瑐瑤。大野

水涸，川渎效灵瑐瑥。泉忽自涌，其甘如醴瑐瑦。设为犄角瑐瑧，一出其西，一出其

东，中自将之瑐瑨。绝域无人，兽群受掩瑐瑩。五日穷追，狡狂走险；大歼于路，

波血其籋瑑瑠；翦其党孽瑑瑡，俘彼卒徒；众鸟昼号，单马宵遁瑑瑢。恐久驻师，重为

民困，慎固戍守，还辕瑑瑣于京。自夏徂瑑瑤冬，雨雪其零。载瑑瑥驰载驱，我行至

苒瑑瑦。蠢兹穷
1

，昏惑不悔。我边瑑瑧我氓瑑瑨，以休以助。爰瑑瑩宁其居，爰复其赋。

藩落老稚瑒瑠，斯瑒瑡恬瑒瑢斯嬉。岁晏瑒瑣未归，春与之期。春风飘翩，扬我
2

瑒瑤?瑒瑥。

我今于迈瑒瑦，如涉我郊。言瑒瑧秣瑒瑨我马，狼居胥山瑒瑩。登高以眺，闵彼弹丸瑓瑠。

天降凶罚，孤雏瑓瑡就羁。三驾瑓瑢三捷，封狼舆尸瑓瑣。既腊枭獍瑓瑤，既豺豸区瑓瑥，

大漠西北，解甲弃殳瑓瑦。振旅凯入瑓瑧，泽霈瑓瑨郊卜瑓瑩。明?肆赦瑔瑠，用迓瑔瑡景

福瑔瑢。昔我往矣，在泮饮酒，陈师鞠瑔瑣旅，誓屈群丑；今我来思瑔瑤，在泮献功，

有赫颂声，文轨瑔瑥来瑔瑦同。采芹采藻瑔瑧，颂兴东鲁。《车攻》瑔瑨马同，亦镌石鼓瑔瑩。

师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缅维虞廷瑖瑠，诞敷瑖瑡文德。圣如

先师，战慎必克。惟兵宜戢瑖瑢，惟德乃绥瑖瑣。亿万斯年瑖瑤，视此铭词！

注　释

①先圣：本指古代圣贤和可以师法的人物。《礼记·文王世子》注：“凡

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汉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历代王

朝都庙祀孔子。魏正始以后，规定入学行祭礼，以孔子为先圣。唐初易以周公

为先圣而以孔子配，寻复旧。故此处的 “先圣”指孔子。

②治平：《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后因称政治修明、社会安

定为 “治平”。

③文武道一：文治和武功合而为一，也谓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合一。《礼

记·祭法》：“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和下令征伐的权力掌握在天子手中。

语出 《论语·季氏》。

⑤域中：即宇内、国内。《老子》：“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⑥纪：记年单位。１２年为一纪。

⑦寤寐永矢：寤，醒时；寐，睡时；永，长；矢，通 “誓”。寤寐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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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发誓。

⑧瘼 （ｍò）：疾苦。

⑨帝谓：帝，天帝，谓天。帝谓，意如 “天命”。

⑩凶丑：指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叛军。

瑏瑡渎乱：轻慢扰乱。

瑏瑢典常：常法，常规。这里指国家的法规制度。

瑏瑣梗：损害。《诗经·大雅·桑柔》：“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瑏瑤声教：声威和教化。《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

教，讫于四海。”

瑏瑥螟酟 （ｔè）：螟，指螟蛾的幼虫，是一种蛀食稻心的害虫；酟，食苗叶

的小青虫。《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酟。”《毛传》：“食心曰螟，食叶曰

酟。”

瑏瑦秉畀：意为 “持取 （螟酟）投入 （炎火）”。 《诗经·小雅·大田》：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朱熹 《集传》：“故愿田祖之神，为我持此四虫，而

付之炎火之中也。”

瑏瑧度：揣度。

瑏瑨龟筮 （ｓｈì）：占卦。古时占卜用龟、筮用蓍，视其象、数以定吉凶。

瑏瑩乘 （ｓｈèｎｇ）：量词，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

瑐瑠龙? （ｑí）：画有交龙图纹之旗，为帝王作仪卫用。

瑐瑡祝融骖鸾：祝融，传说中的古帝，一说为火神，又谓孟夏 （农历四月）

之神；骖鸾，驾驭鸾 （銮）车 （古代有鸾铃的车）。

瑐瑢风伯：风神。《风谷通·风伯》：“飞廉，风伯也。”《独断》：“风伯神，

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

瑐瑣宜 （ｙáｎｇ）而：，天晴。宜而，（天气）当晴就晴。

瑐瑤樵苏：打柴割草以为燃料。比喻生计。

瑐瑥川渎效灵：河流献福。

瑐瑦醴 （ｌǐ）：甜酒。

瑐瑧犄角：同 “掎角”。作战时分出一小部分兵力，以便牵制敌人或互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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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瑐瑨中自将之：中军由我亲自率领。

瑐瑩兽群受掩：兽群，在这里代指敌人；受掩，被袭取之。兽群受掩，敌人

遭受袭击而大败。

瑑瑠籋 （ｎá）：疑为 “孥”字的误写。孥通 “奴”，在这里当指敌军中的工

勤人员。

瑑瑡党孽：党徒，党羽。

瑑瑢宵遁：夜间逃跑。

瑑瑣还辕：还，返回；辕，指辕门，是领兵将帅的营门。还辕，拔营起程，

率领将士返回。

瑑瑤徂 （ｃú）：往，到。

瑑瑥载：动词词头，无义。

瑑瑦苒 （ｒǎｎ）：草木茂然。此指行军艰苦。

瑑瑧边：边疆。

瑑瑨氓：民。

瑑瑩爰 （ｙｕáｎ）：于是。

瑒瑠藩落老稚：藩落，犹篱落、篱笆，在这里以喻偏远、闭塞的地方；老

稚，老幼。藩落老稚，极偏远之地的老人和小孩。

瑒瑡斯：乃，通 “澌”，意如 “尽”。在此，二解皆通。

瑒瑢恬：心神安适。

瑒瑣岁晏：岁，年；晏，晚。岁晏，年末。

瑒瑤8

（ｐèｉ）：同 “旆”，旌旗。

瑒瑥? （ｓｈāｏ）：旌旗的旒 （旗下边悬垂的饰物）。

瑒瑦迈：行。

瑒瑧言：动词词头，无意义。

瑒瑨秣 （ｍò）：喂马的饲料。在这里意为 “喂养”（马）。

瑒瑩狼居胥山：在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西北黄河北岸，也名 “狼山”。《史

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获屯头王、韩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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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此处

的 “狼居胥山”一句，也含有 “战胜敌人，封狼居胥山”的意思。

瑓瑠闵彼弹丸：闵，怜惜；弹丸，极言其地小，指准噶尔部叛乱者所居之

地。

瑓瑡孤雏：失去父亲的幼儿。

瑓瑢三驾：古时帝王的车乘称 “驾”。在这里三驾应作 “三次征伐”解。

瑓瑣狼舆尸：疑是地名。

瑓瑤腊枭 （ｘｉāｏ）獍 （ｊìｎｇ）：腊，本义指两面刃，在这里动化为 “砍”或

“杀”；枭獍，也作 “枭镜”，相传枭是食母之恶鸟、獍 （破镜）是食父之恶

兽，用以比喻忘恩负义之恶人，在这里用以比拟噶尔丹叛军。

瑓瑥 （ｘｉǎｎ）豺豸区 （ｃｈū）：，杀死；豸区，兽名， 《尔雅·释兽》谓

“豸区，誼，似狸。”豺豸区 ，杀死豺狼和豸区 （借喻噶尔丹叛军）。

瑓瑦殳 （ｓｈū）：古代一种有棱无刃的竹木兵器。

瑓瑧凯入：凯旋。

瑓瑨泽霈 （ｐèｉ）：雨下得很大。用以比喻帝王的恩德浩大。

瑓瑩郊卜：古代帝王郊祭前先行占卜，吉则郊 （在郊外祭天、地），不吉则

不郊，是谓 “郊卜”。

瑔瑠明?肆赦：明?，意如 “明祀”，神明之祀；肆赦，宽赦罪人。明?肆

赦，祭祀神明，宽赦罪人。

瑔瑡迓：迎接。

瑔瑢景福：大福。

瑔瑣鞠：告诫，誓告。 《诗经·小雅·秉芑》： “钲人伐鼓，陈师鞠旅。”

《笺》：“此言将战之日，陈列其师旅，誓告之也。”

瑔瑤思：句末语气词，无义。

瑔瑥文轨：《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故古代以

“车同轨”和 “书同文”为大一统的标志。

瑔瑦来：语助词，无义。

瑔瑧采芹采藻：是对 《诗经·鲁颂·泮水》一诗中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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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乐泮水，薄采其藻”句的简缩。

瑔瑨车攻：《诗·小雅》篇名。写周宣王在东都与诸侯会猎的情形，以见军

实之盛。此处借 《车攻》之意，以显军力强盛。

瑔瑩石鼓：唐代初年，在天兴 （今陕西宝鸡）三原上发现十面石鼓。每

面石鼓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国君游猎情况，因也称 “猎碣”。所刻书

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 （籀文）。其制作时代，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周

宣王，宋人始提出秦始皇以前之说。经近代和今人进一步研究，公认为秦石

刻，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杜甫、韦应物、韩愈等人有诗篇题

咏。现十面石鼓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鼓文字全无。鼓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

处以石鼓喻碑。

瑖瑠缅维虞廷：缅，思；虞廷，虞舜的朝廷，相传虞舜为古代圣明之主，故

以之为圣朝的代称。在这里借指康熙王朝。

瑖瑡诞敷：诞，大；敷，施、布。诞敷，广泛推行。

瑖瑢戢 （ｊí）：收敛，收藏兵器。二义在此皆通。

瑖瑣绥：安。

瑖瑤亿万斯年：意如 “千秋万岁”，形容时间的无限久长。其中的 “斯”为

句中语气助词，无义。

文　　记

诔①马敦②文

晋③·潘 岳④

　　维元康七年⑤秋九月十五日，晋故督守、关中侯⑥扶风马君卒。呜呼哀哉！

初，雍部之内属羌⑦反，未弭⑧而编户之氐⑨又肆逆⑩焉。虽王旅瑏瑡致讨，终于

殄瑏瑢灭，而蜂虿瑏瑣有毒，骤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频于涂炭。建威丧元瑏瑤于好

瑏瑥，州伯瑏瑦宵遁乎大溪。若夫偏师裨将之殒首瑏瑧覆军者，盖以十数。剖符瑏瑨专

城瑏瑩、纡青拖墨瑐瑠之司瑐瑡奔走失其守瑐瑢者，相望于境。秦陇之僭瑐瑣，巩更瑐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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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瑐瑥。既已袭瑐瑦，而馆瑐瑧其县。子瑐瑨以耿尔瑐瑩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

众，据十雉瑑瑠之城。群氐如猬毛瑑瑡而起，四面雨射瑑瑢。城中凿穴而处、负户瑑瑣而

汲瑑瑤，水石瑑瑥将尽，樵苏乏竭，刍荛瑑瑦罄瑑瑧绝。于是乎发栋梁瑑瑨而用之， 瑑瑩以铁

锁机关，既纵?瑒瑠而又升焉；爨瑒瑡陈焦之麦瑒瑢，
3

瑒瑣腛 瑒瑤楠之松，用瑒瑥能瑒瑦新刍不

匮瑒瑧，人畜取给。青烟傍起，枥马瑒瑨长鸣。凶丑骇而疑惧，乃瑒瑩阙瑓瑠地而攻。子

命穴瑓瑡浚
4

瑓瑢，置瑓瑣瑓瑤瓶 瑓瑥以侦之。将穿，响作，内焚?瑓瑦火熏之，潜氏瑓瑧

歼焉。久之，安西瑓瑨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数十万石之积，文瑓瑩契书瑔瑠于幕

府瑔瑡。

注　释

①诔 （ｌěｉ）古代用以表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的文辞，为谥法所本。仅能用

于上对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后来，成为哀

祭文体的一种。

②马敦：西晋扶风人，字儒卿。曾任督、关中侯。晋惠帝元康四年

（２９４），氐族领袖齐万年起兵反晋。元康六年 （２９６），匈奴人郝度元率马兰

羌、卢水胡起兵响应，杀晋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和雍州刺史解

系，而关中氐族、羌族民众也纷起应合。众推齐万年为帝，拥兵７万 （或说

１０万）。晋派梁王司马肜率安西将军夏侯骏和建威将军周处前往镇压。元康七

年 （２９７），齐万年军击杀周处、屡破晋军。马敦时任关中侯和督，率军在

县一带大战氐、羌兵，据守有功。藏荣绪 《晋书》谓其 “立功孤城，为州司

所枉，死于囹圄，岳诔之”。

③晋：朝代名。公元２６５年司马炎代魏称帝，都洛阳，国号晋，史称西

晋。建兴四年 （３１６），匈奴建立的汉国灭西晋。建武元年 （３１７），司马睿在

南方重建晋朝，都建康 （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元熙二年 （４２０）刘裕代

晋，东晋亡。两晋共历１５帝、１５６年。

④潘岳 （２４７—３００）：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 （今属河南）人。

曾任河阳令、著作
9

、给事黄门侍
9

等职。谄事权贵贾谧，后被赵王司马伦及

孙秀所杀。长于诗赋，与陆机齐名，文辞华靡。其 《悼亡诗》较有名。原有

集，已散佚。明人辑有 《潘黄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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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元康七年：公元２９７年。

⑥关中侯：魏置。以赏有功，爵第十七级，金印紫绶，无采邑，不食租，

在列侯下。晋因之。

⑦羌：古族名。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最早见于甲骨卜

辞。殷周时，部分曾杂居中原。秦汉时，有先零、烧当、、广汉、武都等

部。部落分散，以游牧为主。两汉、魏、晋时，不断起兵反抗历朝的统治。东

汉末内附，部分被迫东迁内地。

⑧弭：消除，停止。二者在此均可通。

⑨氐 （ｄǐ）：古族名。殷周至南北朝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省。从

事畜牧和农业。魏晋时，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说汉话、穿汉服、习

农耕、从汉姓。

⑩逆：背叛，叛逆。

瑏瑡王旅：晋朝天子的军队。

瑏瑢殄 （ｔｉǎｎ）：消灭。

瑏瑣虿 （ｃｈàｉ）：蝎子一类的毒虫。

瑏瑤建威丧元：建威，指建威将军周处，周处 （２３６—２９７）为西晋义兴阳
:

（今江苏宜兴南）人，字子隐，吴时为东观左丞，西晋时任新平太守，迁御史

中丞，纠劾不避权贵，受到贵戚权臣的排挤，氐人举义后，任晋建威将军，在

和氐军的作战中战死；丧元，丢掉了脑袋。

瑏瑥好：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乾县东。东汉废。晋元康 （２９１—

２９９）中复置。

瑏瑦州伯：官名。即州的长官。

瑏瑧殒首：断头。

瑏瑨剖符：古代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将符节剖分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以为

信守的约证，叫 “剖符”。

瑏瑩专城：古时以称州牧、太守等地方长官，言为一城之主。

瑐瑠纡 （ｙū）青拖墨：纡青，系挂着青色的绶，《东观汉记》谓 “印绶，汉

制，公侯紫绶，九卿青绶”；拖墨，拖挂着黑色的绶， 《宋书·礼志五》谓

·８２３·



卷之七·艺文志

“州刺史铜印墨绶”。纡青拖墨，系佩印绶。

瑐瑡司：官署。此处借指官员。

瑐瑢守：职守。

瑐瑣僭 （ｊｉàｎ）：超越本分；过分。此处意为 “不守国家法度，犯上作乱”。

瑐瑤巩更：人名。为进攻县的氐人首领。

瑐瑥魁：头目，首领。

瑐瑦：指县。秦置。治所在今陕西省陇县城南三里处的郑家沟村。

瑐瑧馆：接待宾客的房舍。此处意为 “驻扎”。

瑐瑨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这里指马敦。

瑐瑩耿尔：强硬；刚正 （直）。

瑑瑠十雉：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十雉，

极言县县城之小，非确指。

瑑瑡猬毛：刺猬的毛。喻氐兵多而强劲。

瑑瑢雨射：（箭）像雨点似的射来。

瑑瑣负户：扛着门板 （防箭）。

瑑瑤汲：打水。

瑑瑥石：特指古代战争时用作武器的垒石、?石等。

瑑瑦刍荛 （ｒáｏ）：饲料和柴草。

瑑瑧罄 （ｑìｎｇ）：尽。

瑑瑨栋梁：指房屋的梁和柱子。

瑑瑩 （ｄì）：系。

瑒瑠? （ｌéｉ）：从高处推下打击敌人的木石。

瑒瑡爨 （ｃｕàｎ）：烧火煮饭。

瑒瑢陈焦之麦：陈旧而被烧焦的麦子。

瑒瑣;

（ｂó）：一种树木。

瑒瑤腛 （ｌǚ）：屋檐。

瑒瑥用：因此；因而。

瑒瑦能：犹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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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匮：缺乏；不足。

瑒瑨枥 （ｌì）马：拴在马槽上的马。

瑒瑩乃：于是。

瑓瑠阙：挖掘。《左传·隐公元年》：“若阙地及泉。”

瑓瑡穴：洞穴。此处动化为 “挖掘”。

瑓瑢浚<

：浚，深；
<

，壕沟。浚
<

：很深的壕沟。

瑓瑣：古器名。深腹，敛口，用以盛酒或粮食。

瑓瑤 （ｌéｉ）：同 “?”。

瑓瑥无瓦 （ｗǔ）：瓦制的酒器。

瑓瑦? （ｋｕàｎｇ）：有芒的谷物，指稻谷。这里实指稻谷的糠皮。

瑓瑧潜氏：偷偷地从地道中行进的氐兵。

瑓瑨安西：指西晋安西将军夏侯骏。夏侯骏，字长容。历任豫州大中正、尚

书、少府及并州刺史。在和齐万年氐军作战时，任安西将军。建威将军周处为

其下属。

瑓瑩文：书写。

瑔瑠契书：即书契。为券约等书面凭证。

瑔瑡幕府：军队出征，施用帐幕，所以古代将军的府署称 “幕府”；后世地

方军政大吏的府署，也称 “幕府”。在这里指前者。

圣朝①畴咨②，进以显秩③，殊④以幢盖⑤之制。西州⑥之有司乃⑦以私隶数

口、谷十斛⑧考⑨，部吏兵⑩以
5

楚瑏瑡之辞连之瑏瑢。大将军瑏瑣屡抗其疏瑏瑤曰： “敦

固守孤城，独当群寇，以少御众，载离瑏瑥寒暑，临危奋节，保?瑏瑦全城。而雍

州从事瑏瑧忌敦勋效瑏瑨，极推小疵瑏瑩，非所以褒奖元功瑐瑠。宜解敦禁劾瑐瑡，假授瑐瑢。”

诏书遽瑐瑣许。而子固已下狱，发愤而卒瑐瑤也。朝廷闻而伤之，策书瑐瑥曰：“皇帝

咨故督守、关中侯马敦忠勇果毅瑐瑦，率属瑐瑧有方，固守孤城，危迫获济瑐瑨，宠瑐瑩

秩未加，不幸丧亡，朕用悼焉。今追赠 ‘牙门将军瑑瑠’印绶，祀以少牢瑑瑡。魂

而有灵，嘉兹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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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圣朝：封建时代对当代王朝的尊称。这里特指晋惠帝司马衷当政的西晋

王朝。

②畴咨：畴，语助词，无义；咨，咨嗟，叹息。畴咨：叹息。

③秩：官员的品级次第和俸禄。

④殊：特别。

⑤幢盖：旌旗和伞盖。为将军、刺史的仪仗。兵书曰：“军主长服赤幢。”

⑥西州：指东汉兴平元年 （１９４）分凉州所置的雍州。三国魏时，其治所

在长安 （今西安市西北）。

⑦乃：却，竟然。

⑧斛 （ｈú）：古量器名。也是容量单位，１０斗为一斛。

⑨考：查核。

⑩部吏兵：所部官吏和士兵。

瑏瑡=

（ｊｉǎ）楚：也作 “夏楚”。古代木制的刑具，用于笞打。

瑏瑢连之：株连、连累他 （马敦）。

瑏瑣大将军：或指安西将军夏侯骏。

瑏瑤疏：给皇帝的奏议。

瑏瑥离：经历。

瑏瑦保?：保护城，使全城百姓生存下来。

瑏瑧从事：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如从

事史、从事中
9

、别驾从事、治中从事之类。宋废。

瑏瑨勋效：功劳和贡献。

瑏瑩疵：毛病；缺点；过失。

瑐瑠元功：元，大。元功，大功。

瑐瑡禁劾：监禁，判罪。

瑐瑢假授：授予，非正式的委任。

瑐瑣遽：很快 （地）。

瑐瑤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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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策书：帝王对臣下封土、授爵或免官的文书。

瑐瑦果毅：果敢坚毅。

瑐瑧属：部属。

瑐瑨获济：指得到安西将军夏侯骏的救援。

瑐瑩宠：荣耀。

瑑瑠牙门将军：官名。三国时蜀刘备始置，第五品，冠服与将军同；常伴主

公左右，参赞军谋。三国时，魏、吴亦置。

瑑瑡少牢：古代称祭祀用的豕和羊。 《仪礼·少牢馈食礼》： “少牢馈食之

礼。”郑玄 《注》：“羊、豕曰少牢，诸侯之卿大夫祭宗庙之牲。”

然洁士之闻秽①，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禁害，皆妒之徒也。嗟②

乎！妒之欺善，抑③亦贸首④之雠⑤也。语曰：“或⑥戒其子，慎无⑦为善。”言

固可以若是⑧，悲夫⑨！昔乘丘之战⑩，县贲父御鲁庄公瑏瑡；马惊，败绩瑏瑢。贲

父曰：“他日未尝败绩，而今败绩，是瑏瑣无勇也！”遂瑏瑤死之。圉人瑏瑥浴马，有

流矢瑏瑦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诔之瑏瑧。汉明帝瑏瑨时，有司马瑏瑩叔持者，

白日瑐瑠于都市手剑瑐瑡父雠者瑐瑢，视死如归，亦命史臣瑐瑣班固瑐瑤为之诔。然则忠孝

义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缀辞之士瑐瑥未之或遗也。天子既以策而赠之，微

臣托乎旧史之未，敢阙其文哉？乃作诔曰：

注　释

①秽 （ｈｕì）：邪恶的行为。

②嗟 （ｊｉē）：感叹词。

③抑：发语词，无意义。

④贸首：双方仇恨极深，都想得到对方的头颅才甘心。《国策·楚策二》：

“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也。”鲍彪 《注》：“贸，言欲易取其首。”

⑤雠 （ｃｈóｕ）：同仇。

⑥或：有的人。

⑦无：通 “毋”。不要。

⑧若是：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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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夫：语气助词放在句尾，表示感叹。

⑩乘丘之战：乘丘，地名，春秋时鲁国地。乘丘之战，公元前６８４年，鲁

庄公帅师与宋国军队战于乘丘，大败宋军。

瑏瑡御鲁庄公：御，驾驭马车；鲁庄公 （前７０６—前６６２），姬姓，名同，春

秋时鲁国第１６任君主，在位３２年 （前６９３—前６６２）。御鲁庄公，为鲁庄公驾

驶战车。

瑏瑢败绩：作战失败。

瑏瑣是：这是。

瑏瑤遂：于是。

瑏瑥圉 （ｙǔ）人：古官名。《周礼》说是夏官的属官，掌养马刍牧之事。也

指圉人所属的奴隶。在这里指管理、养护战马的人员。

瑏瑦流矢：没有确定目标的乱箭；飞箭。

瑏瑧诔之：写诔文悼念他 （县贲父）。

瑏瑨汉明帝：即刘庄。东汉第二任皇帝，公元５８—７５年在位。

瑏瑩司马：姓，非官名。

瑐瑠白日：白天。

瑐瑡剑：以剑杀人。

瑐瑢父雠：指父亲的仇人。

瑐瑣史臣：史官。

瑐瑤班固 （３２—９２）：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

阳东北）人。初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 《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

狱。弟超上书力辩，得释。后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
9

，典校秘书。奉诏完成

其父所著书，历时二十余年修成 《汉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司马迁之

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 “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书未

成而卒，八表及 《天文志》稿本散乱，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奉汉和帝之命续修

完成。善作赋，有 《两都赋》等。又著有 《白虎通义》，以记录章帝建初四年

（７９）在白虎观辩论经学的情况。永元元年 （８９）从大将军窦宪攻匈奴，为中

护军。后，宪因擅权被杀，他被牵连而死于狱中。后人辑有 《班兰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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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缀辞之士：联缀辞句写成文章的人，指能文善辞的文士。

知人未①易，人未易知。嗟此马生，位末②名卑。西戎③猾夏④，乃奋其

奇⑤，保此城⑥，救我边危。彼边奚⑦微，城小粟富。子以眇⑧身，而裁⑨其

守。兵无加卫，墉⑩不增筑。婪婪瑏瑡群狄瑏瑢，豺虎竞逐瑏瑣，巩更恣睢瑏瑤，潜襢瑏瑥官

寺瑏瑦；齐万瑏瑧羉阚瑏瑨，震惊台司瑏瑩。声势沸腾，种落瑐瑠煽炽。旌旗电舒瑐瑡，戈矛林

植瑐瑢，彤珠瑐瑣星流，飞矢雨集。惴惴士女瑐瑤，号天以泣，爨麦而炊，负户以汲。

累卵之危，倒悬瑐瑥之急。马生爰发，在险弥瑐瑦亮瑐瑧，精瑐瑨贯瑐瑩白日，猛烈秋霜瑑瑠；

眣威瑑瑡可厉，懦夫克壮瑑瑢。沾恩抚循瑑瑣，寒士挟纩瑑瑤。蠢蠢犬羊瑑瑥，阻瑑瑦众凌寡；

潜隧瑑瑧密攻，九地瑑瑨之下。惬惬瑑瑩穷城，气若无假瑒瑠；昔命悬天，今也惟马瑒瑡。

惟此马生，才博瑒瑢智赡瑒瑣，侦以瓶壶， （列）瑒瑤以长堑。锸瑒瑥未见锋，火以起

焰。熏尸满窟，掊瑒瑦穴以敛瑒瑧。木石匮竭，萁秆瑒瑨空虚。瞰瑒瑩然马生，傲若有余，

梁为?，
3

松为刍。守不乏械瑓瑠，枥有鸣驹。哀哀瑓瑡建威，身伏瑓瑢斧瑓瑣；悠

悠烈将，覆军丧器。戎释我徒，显诛瑓瑤我师。以生易死，畴瑓瑥克不二瑓瑦？圣朝西

顾，关右瑓瑧震惶。分我庾瑓瑨，化为寇粮。甚赖夫子，思誉瑓瑩弥长瑔瑠。咸使有勇，

致命知方瑔瑡。我虽末学瑔瑢，闻之前典，十世宥能瑔瑣，表墓旌瑔瑤善；思人爱树，甘

棠勿剪瑔瑥。矧瑔瑦乃吾子瑔瑧，功深疑浅。两造瑔瑨未具瑔瑩，储隶瑖瑠盖鲜瑖瑡。熟瑖瑢是勋

庸瑖瑣，而不获免。猾瑖瑤哉部司瑖瑥，其心反恻瑖瑦，斫瑖瑧善害能，丑正恶直瑖瑨。牧人瑖瑩

逶迤瑘瑠，自公退食瑘瑡，闻秽鹰扬瑘瑢，曾不戢翼瑘瑣；忘尔瑘瑤大劳，猜瑘瑥尔小利。苟莫

开怀，于何不至。慨慨瑘瑦马生，薂薂瑘瑧高致瑘瑨；发愤囹圄瑘瑩，没瑝瑠而犹眠。呜呼

哀哉！安平出奇，破齐克完瑝瑡。张孟运筹，危赵获安瑝瑢。人赖子，犹彼谈、

单瑝瑣。如何吝疾瑝瑤，摇之笔端。倾仓可赏瑝瑥，矧云移粟？狄隶可颁瑝瑦，况曰家仆。

剔瑝瑧子双龟瑝瑨，贯以三木瑝瑩。功存城，身死狱。凡尔同罔，心焉摧剥；

扶老携幼，街号巷哭。呜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宠赠，乃牙

其门。司勋颁爵，亦兆后昆。死而有灵，庶慰冤魂。呜呼哀哉！

注　释

①未：不。

②位末：地位低下，处在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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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西戎：中国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 《禹贡》指织皮、昆仑、析支、渠

搜。《史记·匈奴传》指春秋之绵诸、绲戎、翟錶、义渠、大荔、乌氏、朐衍

等。原分布在黄河上游及甘肃西北部，后逐渐东迁。在这里，指起兵叛乱的齐

万年部氐族和羌族人。

④猾夏：猾，扰乱；夏，中原。猾夏，扰乱、侵犯中原 （中国）。

⑤奇：出人意外，变幻莫测。《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⑥城：指县县城。

⑦奚：何。

⑧眇：微小

⑨裁：成，成就。

⑩墉：城墙。

瑏瑡婪婪：贪婪。

瑏瑢狄：古族名。这里用以指进攻城的氐、羌兵。

瑏瑣竞逐：争着向前冲锋。

瑏瑤恣睢：放纵、暴戾。

瑏瑥襢 （ｚｈì）：同 “峙”。

瑏瑦官寺：官署，衙门。《汉书·成帝纪·鸿嘉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六

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

瑏瑧齐万：指氐族首领齐万年。

瑏瑨羉 （ｘｉāｏ）阚 （ｋàｎ）：虎啸，比喻勇猛强悍。

瑏瑩台司：官府。

瑐瑠种落：部族聚居的地方，也指部族。

瑐瑡舒：舒展。

瑐瑢林植：像森林般地竖立。

瑐瑣彤珠：烧红的铁球，谓冶铁以灌敌。《司马兵法》：“火攻有五，斯 （彤

珠）为一焉。”

瑐瑤士女：旧谓男女或未婚男女。

瑐瑥倒悬：比喻处境的痛苦和危急，像人被倒挂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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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弥：更加。

瑐瑧亮：亮直。《孟子·告子下》：“君子不亮，恶乎执！”

瑐瑨精：精气。

瑐瑩贯：贯穿。

瑑瑠猛烈秋霜：勇猛得如同秋霜，带来肃杀之气。

瑑瑡眣 （ｌéｎｇ）威：威严；威势。《南史·梁本纪上·武帝》：“公眣威直指，

势逾风电。”

瑑瑢懦夫克壮：懦弱的人也能生发出勇气。

瑑瑣抚循：同 “拊循”。抚慰。

瑑瑤纩 （ｋｕàｎｇ）：也作 “薦”。絮衣服的新丝绵。

瑑瑥犬羊：指氐、羌族的军队。

瑑瑦阻：倚仗。

瑑瑧潜隧：从地道中潜行。

瑑瑨九地：地下最深处。《孙子·军形》：“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

于九天之上。”

瑑瑩惬惬：忧惧。

瑒瑠假：凭借。

瑒瑡马：指马敦。

瑒瑢博：广博。

瑒瑣赡：充足；丰富。

瑒瑤 （列）（ｌｉè）：割裂 （开掘）。

瑒瑥锸 （ｃｈā）：铁锹。

瑒瑦掊 （ｐóｕ）：破开 （挖掘）。

瑒瑧敛：收敛，装敛。

瑒瑨萁秆：萁，豆茎；秆，禾本科植物的茎。萁秆，豆茎和草杆。

瑒瑩瞰 （ｋàｎ）：远望。

瑓瑠械：守城、作战的器械。

瑓瑡哀哀：悲伤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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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瑢伏：承受。

瑓瑣斧 （ｚｈì）：，古代腰斩用的垫座 （砧板）。斧，古代杀人的刑具。

瑓瑤显诛：同 “显戮”。明正典刑，处决示众。

瑓瑥畴：谁。《列子·天瑞》：“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

瑓瑦不二：没有二心。

瑓瑧关右：古地区名，即关西。古人以西为右。

瑓瑨庾 （ｙǔ）：本指露天的积谷处。这里指谷仓。

瑓瑩誉：美名。

瑔瑠长：增长。

瑔瑡知方：知礼法。《论语·先进》：“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义

方也。”

瑔瑢末学：“末”为 “未”之误。无本之学，多用作自谦之词。

瑔瑣宥 （ｙòｕ）能：宽容、酬谢有能力的人。

瑔瑤旌：表彰。

瑔瑥思人爱树，甘棠勿剪：言召公故事。甘棠为木名，即棠梨。《诗经·召

南》有 《甘棠》篇。朱熹 《集传》谓 “召伯 （召公）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

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后世因以 “甘

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

瑔瑦矧 （ｓｈěｎ）：况且。

瑔瑧吾子：对人相亲爱的称呼。也用为对人的泛称。在此是对马敦的爱称。

瑔瑨两造：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

瑔瑩未具：不具备。

瑖瑠储隶：管理仓储的人员。

瑖瑡鲜：死亡。《左传·昭公五年》：“葬鲜者自西门。”杜预 《注》：“不以

寿终为鲜。”

瑖瑢熟：深知。

瑖瑣庸：功劳。《晋书·周处周访列传》：“庸绩书于王府。”

瑖瑤猾：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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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部司：官署。这里指官署的官员。

瑖瑦反恻：不正直，反复无常。

瑖瑧斫 （ｚｈｕó）：斩，削。

瑖瑨丑正恶直：丑，丑化；恶，憎恨。丑正恶直，指嫉害正直之人。

瑖瑩牧人：古代掌牧六畜之官。这里借指诬害马敦的官员。

瑘瑠逶迤：从容自得的样子。

瑘瑡退食：减膳以示节约。《诗经·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瑘瑢鹰扬：逞威。

瑘瑣戢翼：敛翅止飞。这里喻 “牧人”们不知收敛。

瑘瑤尔：人称代词，意如 “你”。指马敦。

瑘瑥猜：揣测，怀疑。

瑘瑦慨慨：感叹的样子。

瑘瑧薂 （ｌáｎｇ）薂：本意为水石撞击声。这里用以形容马敦人品的高洁。

瑘瑨高致：高尚的品格。

瑘瑩囹圄：也作 “囹圉”。牢狱。

瑝瑠没：死。

瑝瑡安平出奇，破齐克完：安平，指战国时齐国的将军田单，他因战功被封

为 “安平君”；破齐，残破的齐国；克完，能够保全。燕昭王二十八年 （前

２８４），燕将乐毅率燕军攻打齐国，先后攻下７０余城。齐襄王五年 （前２７９），

乐毅率军攻齐国的即墨。田单据守即墨，使反间计，使燕惠王改用骑劫代乐毅

为将，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一举收复齐国７０余城，使齐国得以转危为安。事

在 《史记·田单列传》中。

瑝瑢张孟运筹，危赵获安：张孟，指战国初晋国六卿之一赵襄子的家臣 （臣

属）张孟谈；赵，指战国初晋国卿大夫赵襄子。晋出公二十二年 （前４５３），晋

国卿大夫智伯联合另两个晋卿韩康子、魏桓子攻打赵襄子。襄子采纳家臣张孟谈

的建议奔守晋阳 （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从而有效抵挡了韩、魏、智

三家的进攻。三家以水灌晋阳城，然久攻不下。为确保晋阳的安全，张孟谈只身

深入韩、魏两家军营，鼓动两家与赵襄子联合反攻智伯。两家响应，与赵氏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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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灭智氏，并三分其封地，从而挽救了赵襄子。事见 《战国策·赵策》。

瑝瑣谈、单：即张孟谈和田单。

瑝瑤吝疾：可耻可憎。

瑝瑥赏：给予。

瑝瑦颁：分取。

瑝瑧剔：剔除，夺取。

瑝瑨双龟：龟，喻官员的印章，古代官员的官印以龟为纽，故也称 “龟”。

马敦时任督守及关中侯，故谓 “双龟”。

瑝瑩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手、足上的刑具。其具以木为主。

同罔：罔，蒙蔽、诬陷，屈原 《九歌·湘夫人》谓 “罔薜荔兮为帷”。

同罔，有着共同感受和遭遇的人，这里指同情、怜悯马敦的人。

摧剥：受到伤害和打击。

明明：明察的样子。多用于歌颂帝王和神灵。

光光：光明显耀。

牙其门：在马敦的门首树立牙旗 （将军之旗），以示旌表。

司勋：官名。《周礼》谓夏官之属。主管功赏事务。北周有司勋上士。

隋有司勋侍郎。唐改
9

中，从五品、属吏部。明清称勋司。清末废。

兆：兆示。

后昆：后代，子孙。

崇经阁记

（太常寺卿①）李东阳② （长沙）

　　崇经阁者，岍山书院藏经之阁也。院在陕之陇州。陇人静乐阎③先生为教

官，素④善积书；及致仕⑤，居城西五里许，建静乐堂，藏其书以教学者⑥。先

生既谢世，其子光甫为吏部⑦考功
6

中⑧时，欲成父志，置所未备，书复万余

卷；季子⑨参甫为监察御史，亦积书以益之，于是经、书、子、史⑩皆备。光

甫以河南参政致仕归，乃即堂之故址为书院。中为敦本堂，东西为养正、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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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斋。堂之后，斯阁建焉瑏瑡。中设孔子及四配瑏瑢像，旁两壁各置架以庋瑏瑣书，而

总名曰 “崇经”者，亦张伯玉尊经意也。阁之下设七贤像；左右为肄诵之

房瑏瑤；后为燕室瑏瑥，设乡贤主于中；翼以庖瑏瑦庾；周为高垣瑏瑧。垣之外为田百余

亩，岁收其入，以供祀事瑏瑨。凡四方之俊秀，皆聚学其间，延瑏瑩师而教之，学

者日众。参政君乃以书属瑐瑠其子御史价瑐瑡，请记于予瑐瑢。予惟圣人之道达于天

下，固人之所能知、能行；而乃有不及知与不能行者，圣人则著其道于经，以

明示天下，盖有不得已焉。天下之人不能皆穷经瑐瑣以明道，君人者瑐瑤建学以居

之，置师以教之。若学校所未育、儒师所未及教，穷乡僻壤之间，遗经旧史亦

有不得而窥者。贤士大夫瑐瑥又从赞相瑐瑦之，虽非法制之所必为，而亦莫之或禁，

如兹院兹阁者是已。且学之设固存乎师，然犹有守令以领其事，有宪臣瑐瑧以督

其令，乃能成才而致用。则夫乡党之学瑐瑨，非有所谓贤士大夫者足以系众望而

收全功，亦奚以建为哉？

注　释

①太常寺卿：太常寺为官署名。秦置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 （前１４４）改

名太常，为九卿之一，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至北齐设太常寺，置卿和少卿各

一人。相沿至清末改官制始废。

②李东阳 （１４４７—１５１６）：明代诗人。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 （今属

湖南）人。天顺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其诗多为应酬题赠之

作，古乐府多咏述历代史事。作诗追求形式上的典雅工丽，因其政治地位显

要，在当时影响很大，乃至形成以他为首的 “茶陵诗派”。有 《怀麓堂集》。

③静乐阎：即阎静乐。“静乐”是阎的号。阎为明代陇州廓下里 （今

陇县城关镇）人。明宣德十年 （１４３５）中举。正统间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以乡科

官教之职归里，于家舍 （今城关镇祁家原村）建静乐堂，藏书以教生徒。

④素：向来，一向。

⑤致仕：交还官职，即辞官。

⑥学者：求学的人。

⑦吏部：官署名。东汉始将尚书常侍曹改为吏曹，又改为选部。魏晋以后称吏

部。隋唐将吏部列为中央六部之首，使其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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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务，其长官为吏部尚书，历代相沿不改。清末，并其职掌于内阁。

⑧考功9

中：官名。古代在吏部设考功司，专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三

国魏有考功
9

。晋设考功
9

中，为尚书、侍郎、主事以下的中级官员。隋代并

设考功员外
9

及考功主事。历代相沿。清末废除。

⑨季子：在兄弟辈中排行居次或最幼的人的称谓。

⑩经、书、子、史：经，指经部著作，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将所有图

书分为 “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其中经部之书有易、书、诗、礼、

乐、春秋、孝经、论语、五经总义、谶纬、小学类，而清代 《四库全书》又

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１１类；书，

特指 《尚书》，也称 《书》《书经》；子，指先秦时期的百家著作，包括哲学、

政治、科技、艺术等类的书；史，指史部之书，是收入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

《隋书·经籍志》将其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

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薄录１３类，而清 《四库全书》又分为正史、

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

职官、政书、目录、史评１５类。

瑏瑡焉：于此；在这 （那）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彼有人焉，未

可图也。”

瑏瑢四配：指复圣颜子 （回）、宗圣曾子 （参）、述圣子思 （孔?）、亚圣孟

子 （轲）。

瑏瑣庋 （ｇｕǐ）：收藏；保存。

瑏瑤肄诵之房：学习、朗诵的房间。

瑏瑥燕室：休息室。

瑏瑦庖庾：庖，厨房；庾，谷仓。

瑏瑧垣：墙。

瑏瑨祀事：祭祀孔子的活动。

瑏瑩延：邀请。

瑐瑠属：委托，交付。

瑐瑡价：指阎光甫的儿子阎价。价字允德，明成化二十三年 （１４８７）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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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道监察御史、布政司右参议。后任四川参议，死于任

上。

瑐瑢请记于予：请我作记。

瑐瑣穷经：穷尽各经。

瑐瑤君人者：君，统治，主宰。君人者，统治人民的人，特指皇帝、国君。

瑐瑥士大夫：在古代指官僚阶层。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

瑐瑦赞相：相助。

瑐瑧宪臣：由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如清代称抚、藩、臬为 “三大宪”。

瑐瑨乡党之学：乡党，周制以５００家为党、１２５００家为乡，后因以 “乡党”

泛指乡里。乡党之学，乡村的学校。

先生讳，宣德乙卯①举人，赠吏部员外郎②，有学行③。光甫名仲实，成

化己丑④进士，今进阶大中大夫⑤，俭守勇退，为时所重⑥。参甫名仲宇，乙

未⑦进士，累官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⑧。价，丁未⑨进士，累官四川右

参议。光甫仲子⑩侃，弘治乙卯瑏瑡举人。价子钦，正德戊辰瑏瑢进士，以 《易》瑏瑣

《书》瑏瑤 《春秋》瑏瑥显群。子姓瑏瑦学 《春秋》者尤众，盖其家学得于经者如此。陇

之士视此瑏瑧而兴焉，其大者以文学行业瑏瑨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为亲

上死长之民，庶无负于兹阁之建也。

注　释

①宣德乙卯：即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１４３５年。

②员外郎：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晋以后所称之员外9

指员外

散骑侍郎。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

置，与郎中通称 “郎官”，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明清时，各部仍沿此制，以

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的三级，得以递升。员外郎简称 “外郎”或 “员

外”，通称 “副郎”。

③学行：学问和操行。

④成化己丑：即明宪宗成化五年，公元１４６９年。

⑤大中大夫：官名。秦汉有御史大夫、谏大夫、光禄大夫和大中大夫，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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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百石至比二千石不等，多为中央要职和顾问。明、清不设。这里的 “大中

大夫”仅为虚衔，非实职。

⑥重：推重，看重。

⑦乙未：指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公元１４７５年。

⑧巡抚湖广：巡抚，官名，古代偶有派官员至各地巡抚之举，但非专设之

官。明置巡抚，以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敕遣皇太子巡抚陕西为始；宣德时又

于关中、江南等处专设巡抚，后与总督同为地方最高长官。湖广，古行省名，

元至元中置，治所在武昌路 （今湖北武昌）；明代辖域扩大，省名相沿不改；

清代将其分成湖南、湖北两省，但通常还是称这两省的总督为 “湖广总督”。

⑨丁未：指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１４８７年。

⑩仲子：第二个儿子。

瑏瑡乙卯：指明孝宗弘治八年 （１４９５）。

瑏瑢正德戊辰：即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１５０８年。

瑏瑣 《易》：《周易》的简称。

瑏瑤 《书》：即 《尚书》。

瑏瑥 《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起于鲁隐公元年 （前７２２），

终于鲁哀公十四年 （前４８１），计２４２年，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其文字简洁，

每寓褒贬，被后世称作 “春秋笔法”。

瑏瑦子姓：犹如 “子孙”。《礼记·丧大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东方。”

郑玄注：“子姓，谓众子孙也。”

瑏瑧视此：视，通 “指”；此，代指阎氏家族立校兴学的举动。

瑏瑨行业：修持。

院肇于①弘治甲辰②春三月，阁成于戊午③秋七月。倡其事者，巡抚、都御

史王公宗彝、熊公罛，巡按御史李君瀚、马君基，按察司副使杨④君一清。给

其役者，知府赵博、朱英，知州刘
7

、刘章。助其费者，湖广按察佥事李君

善⑤及教谕周昴、国子生⑥王矩辈，皆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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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肇于：始建于。

②弘治甲辰：明孝宗弘治年间并无 “甲辰”年，而有 “甲寅” “丙辰”

年。若为甲寅，则为弘治七年，公元１４９４年；若为丙辰，即是弘治九年，公

元１４９６年。

③戊午：指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公元１４９８年。

④按察司副使：按察司为官署名。明初，各省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司

法。按察司的长官为按察使，副长官称 “副使”。

⑤李君善：即李善 （１４４２—１５２５），字宗元，陇州 （今陇县城关镇）人。

明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进士，历官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河南按察司佥事、四

川右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等。卒后进封光禄大夫。

⑥国子生：科举制度中地方儒学生员升入国子监肄业的人。

修龙门洞记

（临晋①令）马魁选 （华亭）

　　雍山②之镇③惟吴④，其阪⑤为陇⑥。陇距龙门洞两舍⑦余。至则缘壁梯石

穿，卉⑧木葱郁中。攀跻⑨四、五里许始得坪，为玄帝殿。殿胁而左为文昌宫

及药王、灵官两祠，前一峰拔地起，峭削如玉笋，下有石盘、铁基，人诧⑩为

仙迹；殿胁而右为长春洞。

注　释

①临晋：古县名，即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战国魏邑，秦置县。唐天宝十

三载 （７５４）置临晋县，宋、元、明、清皆置县，１９５４年并入临猗县。

②雍山：指整个雍州境内的山，非指凤翔县西北三十里处的雍山。

③镇：古称一方的主山为镇。

④吴：指吴山

⑤阪 （ｂǎｎ）：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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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陇：指陇州城。

⑦舍：古时以行军３０里为一舍。

⑧卉：草的总称。

⑨攀跻：攀登。

⑩诧：惊讶诧异。

长春者，丘处机①也。在宋，劝徽宗选贤以救遗黎②。弗纳③。迨宋亡，誓

不食金、元禄，隐于终南④。道既成，蒙古主使耶律楚材⑤求之，因⑥遁于斯，

蜕脱焉⑦。

注　释

①丘处机 （１１４８—１２２７）：也作邱处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人之一，字通

密，号长春子，元登州栖霞 （今属山东）人。１９岁时，在宁海拜王重阳为师

而出家。重阳死后，他潜修于龙门山 （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开创道教龙门

派。成吉思汗召见于雪山，尊其为神仙。其弟子李志常撰 《长春真人西游

记》，对此记载详备。丘死后，元世祖忽必烈赠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封号，

世因称长春真人。著有 《摄生消息论》《太丹直指》《銵溪集》等。

②在宋，劝徽宗选贤以救遗黎：徽宗，指宋徽宗赵佶；遗黎，遗民。这句

话所讲的事实不能成立。宋徽宗死于１１３５年，而丘处机生于徽宗死后的第１３

年，即１１４８年，故两人见面绝无可能。

③弗纳：不采纳。

④终南：即终南山。在陕西西安市南，秦岭主峰之一。相传道教全真道北

五祖中的吕洞宾、刘海蟾曾修道于此。

⑤耶律楚材 （１１９０—１２４４）：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大臣。字晋卿，

契丹族，辽皇族子孙。官至中书令，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蒙古成吉思汗

征召丘处机的诏书，是由他代写的。

⑥因：于是。

⑦蜕脱焉：蜕脱同 “蜕质”。道家谓尸解为蜕质，后因以蜕质为死亡的讳

称。蜕脱焉，死在龙门洞。此说有误，丘处机于公元１２２７年７月逝于北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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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观长春宫的葆元堂。

元大元帅马妙信景慕①玄风②，大修其山。其宫殿楼阁虽年久毁废，犹有

洞前连山碑并悬崖全真镌字在焉。迄今数百载，代③为修葺，尚仍旧观。自明

季遘乱④，凋残更甚。过者楹挈⑤叹曰： “名山有灵，必不令久为颓圯。”会⑥

有固原⑦都阃⑧张显忠丁⑨沧桑变⑩，弃职修真，遨游至止，与羽士瑏瑡曾守云自

甲午岁同谋修复。明年瑏瑢，万寿宫成。曾既诛茅习静，张独矢心竣事，遍募之

郡邑长吏及士庶人，庀瑏瑣材鸠工瑏瑤，崇台瑏瑥增砌饰陋；赴仆瑏瑦，又与华邑瑏瑧杜生

若馥瑏瑨募铁为桩，补阁道数寻瑏瑩达玉皇洞，且垂?瑐瑠引瑐瑡之。缘?登阁，环视层

峦簇翠，间檐阿瑐瑢轩瑐瑣翔，岿然亦雍山之巨镇也，岂逊吴哉？计所修一十五所，

自丁酉兴工，迄辛丑秋杪瑐瑤告成。显忠复诣余征言瑐瑥，以识巅末瑐瑦。余喟瑐瑧然曰：

“子竭心力，为洞山佐，胜绩同马帅，人孰不知？至于义不苟禄，其洁清之志

默符瑐瑨处机者，人或未尽知也。”余因表出之，以识瑐瑩功行并以明大义云。

注　释

①景慕：景仰；仰望。

②玄风：道风。

③代：代代，世代。

④遘 （ｇòｕ）乱：遭遇变乱，指明代末年李自成义军征战陇州事。

⑤楹挈 （ｑｉè）：同 “挈楹”，也作 “洁楹”“薭楹”。《楚辞·卜居》：“将

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挈楹乎？”戴震 《注》：“挈者，旋绕之称。凡度直曰

度，围度曰挈。庄周书所谓 ‘挈之百围’，贾谊所谓 ‘度长挈大’是也。楹，

柱也。”按戴意，以 “挈楹”为抱柱而旋转。

⑥会：恰巧，适逢。

⑦固原：县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清水河上游。汉置高平县。北周

改平高县。唐广德年间入吐蕃。明为固原州。１９１３年改固原县。

⑧都阃 （ｋǔｎ）：指统兵在外的将帅。清人方还 《旧边诗·大同》：“绕镇

卫城分十五，沿边都阃辖西东。”

⑨丁：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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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沧桑变：巨大的变故。

瑏瑡羽士：道士的别称。“羽”含有 “飞升”之意。旧时因道士多求成仙飞

升，故以 “羽士”称之。

瑏瑢明年：第二年。

瑏瑣庀 （ｐǐ）材：齐备建材。

瑏瑤鸠工：聚集工匠。

瑏瑥崇台：高台。

瑏瑦赴仆 （ｆù）：大力奔走。

瑏瑧华邑：指甘肃华亭县。

瑏瑨杜生若馥：杜生，姓杜的读书人；若馥，是杜姓读书人的名字。杜生若

馥，杜若馥。

瑏瑩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瑐瑠 （ｇēｎｇ）：粗索。

瑐瑡引：牵拉。

瑐瑢阿 （ē）：屋栋。

瑐瑣轩：高。钟会 《孔雀赋》：“舒翼轩峙。”

瑐瑤秋杪：杪，树枝的细梢，引申为年、月、季节的最后。秋杪，秋末。谢

灵运 《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诗：“杪秋寻远山。”

瑐瑥征言：求写碑文。

瑐瑦巅末：始末。

瑐瑧喟 （ｋｕì）：感叹。

瑐瑨默符：暗合。

瑐瑩识 （ｚｈì）：通 “志”。

州治吴岳庙记

（凤翔太守）项始震 （汉阳）

　　祀以得雨，建示不忘也。不忘者何？戴天而高也，履地而厚也；惟山川出

云，而云雨及物也。庚子岁①之三月，不雨；四月，又不雨；五月之晦有二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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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雨③，陇阪之间滂沱焉。郡④属因以少安⑤。陇牧⑥黄君⑦曰：“是余之与吴山

神约。惟神其明赐哉！”归而谋神之祀于州治之左⑧。州之人群起而乐成之，

礼也。夫雨不破块⑨、风不鸣条⑩，此人之不可必于天者也瑏瑡；兹惠和恒、勤能

坦信，此天之不可必于人者也。明?岁祀，神在其中而人矣；殷忧瑏瑢物先，人

在其中而神矣。祀神而明?，响应治人；而殷忧惠洽，神人皆在其中而政和

矣。说者曰：“韩魏公瑏瑣之策天雄也，诗曰：‘道傍沟壑吾方起。’”盖古人恤荒

之道也。而坡公瑏瑤之 《喜雨亭》瑏瑥曰： “吾亭适成。”是起建于不雨之时也，岂

以雍、岐之俗非？鸠工课木于不雨之日，则梵阁瑏瑦银台瑏瑧于既雨之后。圣人以

神道设教于前，后雍岐者皆以亭池崇祀移俗哉，非也。《礼》曰：“名山大川

在其境内，皆得而致祭之”，况其不崇朝瑏瑨而泽及一方，人心之不忘是也。嗟

乎！集欲流欲离之民，鸠旦夕土木之事，坡公盖后乎魏公而神明其意者耶？得

是说也，黄君其善于读 《喜雨亭》而进之者乎？

注　释

①庚子岁：指清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

②五月之晦有二日：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有，用在整数与零数之

间，相当于 “又”。五月之晦有二日，五月底过后的第二天，即六月初二日。

③薄雨：薄，动词词头，无意义。薄雨，下雨。

④郡：指陇州。

⑤少安：少，稍微。少安，稍微安心了一些。

⑥陇牧：指陇州知州。

⑦黄君：指时任陇州知州黄云蒸。其人系福建惠安人，于清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莅陇任职。

⑧州治之左：即州治之东。

⑨破块：打碎土块。

⑩鸣条：风吹使树枝发声。

瑏瑡此人之不可必于天者也：（风调雨顺）这是人不能强求于天，使其一定

做到的。

瑏瑢殷忧：深切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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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韩魏公：指北宋大臣韩琦 （１００８—１０７５）。字稚圭，相州安阳人。韩琦

被宋廷封为 “魏国公”。

瑏瑤坡公：指北宋文学家苏轼 （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自号 “东坡居士”，

曾任凤翔府鉴书判官厅公事 （知府属官，佐理府衙事务）。任内建喜雨亭，并

撰 《喜雨亭记》。

瑏瑥 《喜雨亭》：即 《喜雨亭记》。

瑏瑦梵阁：佛教殿宇楼阁。

瑏瑧银台：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居所。这里借言道家庙观。

瑏瑨崇朝 （ｚｈāｏ）：终朝，一个早晨。

黄君讳云蒸，闽之惠安人，壬辰①进士。是工起于岁②之七月，告成于岁

之十月，若神助其成也。

注　释

①壬辰：指清顺治九年，公元１６５２年。

②岁：指清顺治十七年，公元１６６０年。

陇州建署记

（参政）袁楷 （凤翔）

　　吴岳之下有州焉，西控天水①、金城②，北通回中、萧关③。关中上腴④广

衍⑤，至陇阪而垂⑥尽。古以为郡，今以为州，故其州之官舍形爽垲⑦而制岌

8

⑧，作镇于百雉之城，与一方厄塞⑨为元，本历年所旧矣。

注　释

①天水：古郡名。西汉元鼎三年 （前１１４）置，治所在平襄 （今通渭西

北）。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通渭、静宁、秦安、定西、清水、庄浪、甘谷、张家

川等县及天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地。东汉永平十七年 （７４）改

为汉阳郡，移治冀县 （今甘谷东南）。三国魏复改天水郡。西晋移治上絡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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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隋开皇初废。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改秦州为天水郡。

②金城：指今甘肃兰州市。兰州古称 “金城”。

③萧关：古关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市东南，为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

冲。

④上腴：上等肥美的土地。

⑤广衍：扩阔平坦。

⑥垂：临近。

⑦爽垲 （ｋǎｉ）：也作 “?垲”。高朗干燥。

⑧岌 （ｊí）
>

（ｙè）：高耸。

⑨厄塞：厄 （àｉ），狭隘。厄塞，狭窄的关塞。

明季寇贼①滔天，城复隍②，上下庐舍荡为魁陵③、粪土。迄今三十年，

若④神宫⑤、若梵宇⑥仅有存者，而街衢不可复识，矧垣墉⑦。州刺史莅兹土，

闵闵⑧如在陷阱，即获戾去，如⑨以官迁。三郊三遂⑩之民狱讼、输税至州城

门，必问曰：“官安在瑏瑡？”曰：“在神宫梵宇。”刺史呼胥吏瑏瑢、伍伯瑏瑣于远市，

则支颐瑏瑤欠伸瑏瑥，戾瑏瑦率移晷瑏瑧，然后趋案前。官与民以为固然，咸弗怪瑏瑨。

注　释

①寇贼：指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军。

②城复隍：复，通 “覆”，遮盖；隍，无水的护城壕。城复隍，城墙倒

塌，遮蔽了护城壕。

③魁陵：小土山。《国语·周语》下：“夫周，高山、广川、大薮也，故

能生是良材；而幽王荡以为魁陵、粪土、沟渎，其有悛乎？”

④若：像，如。

⑤神宫：指道教庙观。

⑥梵宇：佛寺。

⑦墉：城墙，高墙。

⑧闵闵：忧愁。

⑨如：如同，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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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三郊三遂：遂， 《尚书·费誓》作 “遂”， 《史记·鲁周公世家》作

“隧。”《史记·鲁周公世家》：“鲁人三郊三隧。”《集解》引王肃 《注》：“邑

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东郊留守，故言三也。”所以， “三郊三隧”

泛指城外郊区。

瑏瑡官安在：官在哪里？

瑏瑢胥吏：小官吏。这里指州署刺史以下的其他官员及工作人员。

瑏瑣伍伯：古代衙门中的役卒，掌行刑。

瑏瑤支颐：以手托颊。

瑏瑥欠伸：疲倦时打呵欠、伸懒腰。

瑏瑦戾 （ｌì）：到达，等到。

瑏瑧移晷 （ｇｕǐ）：日影移动，犹言经过了一段时间。

瑏瑨咸弗怪：都不为怪。

顺治丁酉年①，刺史黄公②来，骇曰：“恶③恶，可已。日时我④，我不惟⑤

图宁宇⑥，政之所自出也，下民何观焉⑦！”明日登城望，已达⑧观于郊、于野、

于山，则恫?乃身⑨，曰： “嘻！宜前人之重⑩丕作瑏瑡，而宁侨治瑏瑢也。毋动，

姑瑏瑣需瑏瑤尔。”期月瑏瑥政举，瑏瑦之内闻相杵瑏瑧声。明年，化益洽瑏瑨，阡陌之间

鸡狗之音相闻。又明年，教瑏瑩大成；远望陶复陶穴瑐瑠于瑐瑡山谷，依依上爨烟瑐瑢矣。

公曰：“图厥政之所出，兹时也已。”岁辛丑瑐瑣，律应中吕瑐瑤，则经营山木如市，

倍差于山；瓦甓瑐瑥砖灰，倍差于窑。四境余力之少壮争赴土方，日有饩瑐瑦、月

有僦瑐瑧；宵昼乘屋瑐瑨，如骛瑐瑩如蛾，曰：“官胡瑑瑠不早作宫瑑瑡乎？”越秋八月，自

门徂阶、徂堂，延瑑瑢翼室、延燕寝瑑瑣，罔瑑瑤有弗治。棼瑑瑥、?瑑瑦、础、栋、涂?瑑瑧

不惟其丽其壮，惟其坚其朴。役不逾岁瑑瑨，民不病役瑑瑩焉。

注　释

①丁酉年：指清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

②黄公：指黄云蒸。福建会安人。

③恶 （ｗù）恶：惭愧。

④日时我：日，光阴、时间；时，等待。日时我，待我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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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惟：只。

⑥宁宇：居处。 《国语·周语中》：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使各有宁

宇。”

⑦何观焉：怎么看呀？

⑧达：通。

⑨恫? （ｇｕāｎ）乃身：恫?，也作 “恫矜”，痛病。《书·康诰》：“恫?

乃身。”蔡沈 《集传》： “恫，痛；?，病也。视民之不安，如疾痛在乃身。”

在封建时代，帝王常用以表示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后汉书·和帝纪》：“朕寤

寐恫矜，思弭忧衅。”

⑩重 （ｚｈòｎｇ）：慎重，不轻易。

瑏瑡丕作：大作。指大兴土木，修建州署。

瑏瑢侨治：寄居在神宫梵宇中处理陇州政务。

瑏瑣姑：暂且。

瑏瑤需：等待。《周易·需卦》：“云上于天，需。”

瑏瑥期月：周月，满一个月。

瑏瑦 （ｈｕáｎ） （ｈｕì）：，市区的墙；，市区的门。，市区之

谓。

瑏瑧相杵 （ｃｈǔ）：相，舂杵声，也指古代劳作时的谣唱；杵，捣物的棒槌，

也指筑土的木锤，又指棰衣的木槌，三者在此均可通。

瑏瑨洽：和谐；融洽；普遍。三者在此皆通。

瑏瑩教：政教。

瑐瑠陶复陶穴：１９７９年版 《辞海》和 １９８３年版 《辞源》，均谓 “陶”通

“窑”，指窑灶；二者皆举 《诗经·大雅·绵》之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句

以为例，并引东汉郑玄笺 “复者，复于土上；凿地曰穴。皆如陶然”以释之。

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高亨著 《诗经今注》一书，在释 《诗经·大雅·

绵》一诗时谓 “陶，借为掏。复，借为 （ｆù。地上覆土成室为 ；岩穴），

从旁掏的洞叫作 ，即山洞 （或窑洞）。向下掏的洞叫做穴，即地洞。”

瑐瑡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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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爨烟：炊烟。

瑐瑣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

瑐瑤律应中吕：中吕也作 “仲吕”。古乐十二律中的第六律。《礼记·月令》

“孟夏之月”：“律中中吕。”“律应中吕”同 “律中中吕”，指农历四月。

瑐瑥甓 （ｐì）：砖。

瑐瑦饩 （ｘì）：赠送人的粮食或饲料。

瑐瑧僦 （ｊｉù）：运输费。

瑐瑨乘屋：登屋。

瑐瑩骛：乱驰，交驰。

瑑瑠胡：为什么。《诗经·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

瑑瑡宫：房屋，住宅。

瑑瑢延：扩展。

瑑瑣燕寝：本指古代帝王休息安寝的所在，也称 “内寝” “小寝”。这里指

陇州官员休息、睡觉的处所。

瑑瑤罔：无，没有。

瑑瑥棼 （ｆēｎ）：阁楼的栋。或谓房屋承尘上互相交错叠置的梁。

瑑瑦? （ｌｉáｏ）：屋椽；?檐。

瑑瑧涂? （ｘī）：用泥涂屋顶。《书·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涂?茨。”

瑑瑨役不逾岁：修建州署的劳役期不超过一年。

瑑瑩民不病役：病，不满；责备；恨。民不病役，老百姓对修建州署的劳役

不责怪、不怨恨。

凤翔令①陈侯②原黄姓，公③之令昆季④也。公介侯⑤征文于邑之野人⑥袁

子。袁子于公有年家世好⑦。先是，稔⑧公之子惠遗民，镇抚严州⑨也久，不独

闻新宫事⑩。陈侯曰：“鋢瑏瑡彼州之人不知，胡由知之？”袁子曰：“嘻！异哉！

子罕瑏瑢亲执扑瑏瑣以窰瑏瑤，筑瑏瑥之不免者，厉瑏瑦矣。西伯瑏瑧虽子来瑏瑨，不能不役庶

民瑏瑩。今黄公营官舍，如民间营私屋，须材丰杀瑐瑠，厥邻不知；选徒众寡，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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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不知；历时日久，厥邻不知，知其攻作于始。无何，已振甍瑐瑡于终而已矣。

公之作官舍，何以异于是？今远近人不知，后之人瑐瑢不可不知也。”又曰：“后

之人坐黄公出政之所，则益图厥政，以保障厄塞之地者，其永监瑐瑣于兹。”

注　释

①凤翔令：指凤翔县知县。

②陈侯：指时任凤翔县知县陈奎光。陈系福建泉州晋江县人，于清顺治十

七年 （１６６０）任凤翔知县。

③公：指时任陇州知州黄云蒸。

④昆季：弟兄。

⑤介侯：介，介绍；侯，指陈奎光。句意是黄云蒸介绍陈奎光向袁楷征

文。

⑥野人：一作鄙人。古时称城邑四郊以外地区为 “野”或 “鄙”。野人是

指在 “野”的农业生产者。本文作者袁楷官居参政而自称 “野人”，是自谦之

辞。

⑦年家世好：年家，同 “年谊”，科举时代同年登科者互称 “年家”，相

互间的友谊谓 “年谊”；世好，世代交好。年家世好，既有同年登科之谊，又

世代友好。

⑧稔 （ｒěｎ）：熟知。

⑨严州：州、府名。唐武德四年 （６２１）于桐庐 （今县西北）置州，七年

废。宋宣和三年 （１１２１）又改睦州为严州，治所在建德。辖境相当于今浙江建

德、淳安、桐庐三县地。宋咸淳 （１２６５—１２７４）初升为建德府。元代改为路。

明初改建安府，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复改严州府。１９１２年废。

⑩新宫事：指修建陇州州署事。

瑏瑡鋢 （ｙī）：句首语气词，无义。

瑏瑢子罕：子姓，名乐喜，字子罕。春秋时宋国的司城 （主管建筑工程及车

服器械制造）。又称 “司城子罕”。

瑏瑣扑：古时扑责的刑杖。又用作责罚生徒的教刑。

瑏瑤窰 （ｃｈì）：笞打，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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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筑：建造官舍。

瑏瑦厉：严厉。

瑏瑧西伯：指周文王姬昌。昌在商纣时为西伯，也称 “伯昌”。

瑏瑨子来：民心归附，如子女趋事父母，不召自来。《诗经·大雅·灵台》：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瑏瑩庶民：平民百姓。

瑐瑠杀：如言 “死”。形容极甚之辞。

瑐瑡振甍 （ｍéｎｇ）：振，举；甍，屋栋。振甍，架设屋栋。

瑐瑢后之人：指后来继任陇州知州的人。

瑐瑣监：借鉴。

黄公讳云蒸，别号宛思，福建惠安人，壬辰进士。同知颜伯润，瀛洲曲阜

人，复圣①之裔②也。吏目③张其志，内黄④人。得并书。

注　释

①复圣：指颜回。

②裔 （ｙì）：后代。

③吏目：官名。明代于知州下设吏目，掌出纳文书，或分颁州事。清代则

以州吏目掌佐理刑狱及官署事务。

④内黄：县名。在河南省北部、卫河上游，邻接河北省，汉置县。

重修开元寺记

（参政）李月桂 （沈阳）

　　陇在古雍①之西隅。城东北一里许有寺，曰 “开元”，盖唐时所建。内有

木塔七级，岳纵莲披、云垂盖偃②、金碧照耀、八面玲珑，为秦中③第一巨观、

陇东④第一福地⑤。历岁既久，楹、桷⑥、栈⑦、瓦渐以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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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古雍：古雍州。

②偃：仰卧。

③秦中：古地区名。含义与狭义的 “关中”略同。指今陕西中部地区。

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

④陇东：陇山以东。

⑤福地：安乐之地，神仙所居之地。

⑥桷 （ｊｕé）：方形的椽子。

⑦栈：木棚，栅栏。

庚子①秋，风雨暴至，雷电交作，塔顶坠地，千百年名胜将恐一时摧残，

过者无不悲叹。予适②行部③至陇，薄④游其地，进寺僧而问之。为予道建塔之

初，有圣灯见⑤于林表⑥，塔影显于日中⑦；工师解木，木中又得佛像。其说荒

唐不可尽信。独是州治三面环水，东北陇川诸流逼迩⑧城下，淋涝暴冲，时患

漂泊，故于其地作塔以镇之。譬之城，其舡⑨也，塔其系舡之桩也，舡系于桩，

水虽泛涨，可无漂溺之虞⑩；城之于塔，亦然。此虽堪舆家瑏瑡言，而理或可据。

注　释

①庚子：指清顺治十七年 （１６６０）。

②适：恰好。

③行部：汉代制度，刺史常于每年八月间巡行所部，核查官吏治绩，称为

“行部”。此处所言 “行部”，其意略同。

④薄：近。

⑤见：同 “现”，显现。

⑥林表：林外、林端。

⑦日中：太阳中。

⑧迩：近。

⑨舡 （ｃｈｕáｎ）：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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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虞：忧患。

瑏瑡堪舆家：风水师。

今岁夏间，霪雨连绵、匝月①不收，河水横溢，岸堤溃决，几至②逼冲城

垣；而经营畚③筑④，卒⑤赖以底定⑥，则此说益信为不诬⑦矣。尤可异者，塔

之顶乃铸以铜铁、微杂金银，长可⑧二丈、大可数围⑨，重不啻⑩千钧瑏瑡；方瑏瑢

堕下时，何异地裂山崩，全塔宁瑏瑣无粉碎？及视之，琉璃碧瓦毫无损坏，若有

神手扶之而下者；示异示怪，造化之机不可测识。予徘徊观眺，益深敬信，乃

捐金倡修，以其事属瑏瑤州守黄君。而州中荐绅士庶，各随缘布施尔。乃鸠工度

土，诹瑏瑥吉架木，安塔顶于其上，七级以次完葺；并卧佛庵、正殿、山门尽加

修庀，涂?丹垩瑏瑦，增饰一新。寺于是顿复旧观矣。

注　释

①匝月：满月

②几至：几乎到了。

③畚 （ｂěｎ）：用草编织的盛物的工具，其后编竹为之，即畚箕；也指用畚

箕承物。

④筑：捣土的杵；捣土，使之坚实。

⑤卒：终。

⑥底定：犹言奠定。后多用作平定之意。

⑦诬：言语不真实，欺骗。这里可理解为 “虚假”。

⑧可：大约，约计。

⑨围：量词。一指两臂合抱的圆周长度，一指两手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的圆

周长度。这里应指前者。

⑩不啻 （ｃｈì）：不只。

瑏瑡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瑏瑢方：正当。

瑏瑣宁：岂，难道。

瑏瑤属：通 “嘱”。委托，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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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诹 （ｚōｕ）：询问。

瑏瑦丹垩 （è）：丹，朱漆；垩，白土。

余维大雄氏教①虽与吾道②异趣，然始自周昭降于西土③，终传汉世④，乃

遍中华；指救迷途，超腾圣果⑤；以空寂⑥为教，以普度为心，上以广皇王之

慈仁，下以资群生之福利；万有千岁，崇信不衰；降⑦割⑧为灾，宝塔斯建，

用以障汩波于将倒，固金汤于无虞，则实赖诸佛圣阴扶默相⑨之功也。历稽宇

内浮图⑩，惟多宝塔称最胜。然仅作沙门瑏瑡之伟瞻瑏瑢，未若兹塔作镇方州瑏瑣、奠

安瑏瑤疆域，实称巨砥，非徒瑏瑥壮观。今葺其倾堕，加以坚新，其为州之柱维瑏瑦，

不更永乎？而圣灯、塔影、佛像之事疑有疑无，则可以不论也。

注　释

①大雄氏教：大雄氏，古印度佛教徒尊称其教主释迦牟尼为 “大雄”，意

谓他像大勇士一样一切无畏。大雄氏意同大雄。大雄氏教，佛教。

②吾道：指中国的儒道。

③始自周昭降于西土：周昭，指周代第四个王姬瑕 （前９９５—前９７７年在

位）；西土，同 “西天”，是我国古代对印度的通称，因在中国之西，故谓。

这里说佛教于周昭王时代产生于印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佛教实际上形成于

公元前６至公元５世纪，其时间约相当于中国周代定王至敬王时期。

④终传汉世：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６７）传入中国。

⑤圣果：佛教修行所达到的境界。因依圣者所得，故称 “圣果”，犹言

“正果”。

⑥空寂：佛教宣扬 “诸法皆空”，以悟 “空”为进入涅?之门；认为一切

事物都无实体，为空，故谓 “空寂”。

⑦降：贬抑。《论语·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⑧割：损害，灾害。《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

⑨相：辅助，帮助。

⑩浮图：即浮屠，佛教名词。有称佛教徒为浮屠氏、佛经为浮屠经者，也

有称佛塔为 “浮屠”者。但在这里，“浮屠”应指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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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沙门：佛教名词。也称 “桑门”。表示勤修善法、息灭恶法之意。原为

古印度各教派出家修行者的通称，后佛教专指依戒律出家修道的人。但在这

里，“沙门”应指佛教、佛门。

瑏瑢伟瞻：伟观。

瑏瑣方州：大地，地方州郡。这里指后者。

瑏瑤奠安：安定。

瑏瑥徒：只，仅仅。

瑏瑦柱维：柱子和大绳。

董①其役者，为州原任吏目杨良玉，课护功居多。工始于辛丑②年五月十

一日，竣于壬寅③年六月初五日。因州守④来请予文⑤，而为记之如此。

注　释

①董：监督，督察。

②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③壬寅：指清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④州守：指时任陇州知州。

⑤文：撰文。

木　塔　说

（州牧）黄云蒸 （惠安）

　　陇州吴山为文王故都，秦城非子食邑①。汉为县②。唐改为郡③，命韦皋、

李及④等知之。陇之西有陇关，与函谷关东西相控，故曰关中。由周、秦、汉、

唐之迹以观之，陇州乃重地也。临、巩⑤诸镇，道必由此。古称天下西门，今

即西陲保障。

注　释

①食邑：同 “采邑”，也名 “采地”或 “封地”。中国古代诸侯封赐所属

·９５３·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 （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盛行于周代。卿、大

夫在采邑享有统治权，并对诸侯承担义务。

②汉为县：今陇县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为县，分属右扶风和汉安郡。

③唐改为郡：唐天宝年间曾改陇州为阳郡，不久又撤销。今陇县在唐代

为县，属陇州。

④李及：字初几，郑州人。于宋太宗端拱间 （９８８—９８９）任陇州知州。此

处言唐人者，误。

⑤巩：指巩昌府。金正大中改巩州置，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

州治建于①之北干②。而州治之北又有陇川诸流环绕城下，则州城有船

浮水面之象，而淋涝暴冲，不无漂泊之患。其历年久远，而所恃以不恐者，赖

乎州治之东古刹中木塔③以镇之也。木塔何镇乎？尔州城若舡，木塔譬之系舡

之桩然；舡系于桩，水虽泛涨，而必无漂泊之患。此虽堪舆家言，揆④诸理亦

不悖。理既不悖，则此塔不止一刹之壮丽，而实为郡城之攸系。为郡城之攸

系，则当与郡城并重，忍⑤坐视其颓废而不为之所⑥哉？

注　释

①：指河，今作 “千河”。

②干：涯岸，水边。

③木塔：指古陇州城北开元寺七级木塔。该塔于清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农历

二月初一日被回民义军焚毁。此后，寺院和木塔均未重修，仅留遗址。至

２０１６年，因建 “秦文化产业园”，遗址被毁无存。

④揆 （ｋｕí）：度量，揣度。

⑤忍：怎能容忍。

⑥所：通 “许”。约计，划计。

塔肇于汉①而兴于唐。唐命大臣尉迟敬德督理重修，非无谓也。据古碑记：

当未建塔前，每于日中现塔影，遂于其地建此塔；工师解木，木中又显佛像。

种种瑞应，有开必先。塔成七级，插空而上，巍峨耸秀，八面玲珑；层层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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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金碧辉煌，为秦中第一巨观、陇州第一福地。先辈诸缙绅科第联翩者，

类②皆发迹于此。非明验欤？

注　释

①塔?

于汉：此说有误。陇州开元寺及寺内七级木塔均建于唐代开元年间

（７１３—７４１）。

②类：大抵、大致。

重建公署碑记

（州牧）罗彰彝 （钱塘）

　　州治自明末寇毁①，荡然丘墟。顺治十八年，州守惠安黄公重建。迨甲寅、

乙卯间又遭蹂躏②，复渐倾圮。迄甲申地震③后，则竟倒塌无余。公门 宇入

诸土烁④，颓垣败壁，恍似荒村。民无质成⑤之庭，吏无藏箧之舍。图书卷籍

竟置之酒坊、市肆⑥中，而街童嬉戏，辄随手毁弃，亦莫之禁。

注　释

①州治自明末寇毁：此处的 “寇”，指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大顺起义军。从

明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四月到十六年 （１６４３），大顺义军多次与明军在陇州地区

激战，先后３次攻陷陇州州城。因屡遭兵燹，陇州州治残破不堪。

②甲寅、乙卯间又遭蹂躏：甲寅，指清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乙卯，指康熙

十四年 （１６７５）。清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陕西提

督王辅臣在今甘肃平凉起而响应，派总兵蔡元攻入陇州，陷州城，夺印执官、大

肆抢掠。康熙十四年，清军将领洞鄂佛尼勒据守陇州关山；而叛军李黄莺部绕道

踞关山之巅，伐木塞道、扼险以拒清军。清军佟、达二将军屯兵陇州咸宜关，与

叛军对垒３年。３年间，陇州田园荒芜、城池破败，城乡人民流亡者众。

③甲申地震：甲申，指清康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这一年的八月三十日，陇

州发生６级大地震，州署民舍悉数倒塌；州内相公山为之倾，压死百姓甚众。

④烁：应作 “砾”，指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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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质成：双方发生争执，请人作出公正的判断，使争执得到解决。

⑥肆：作坊。

嗟嗟！大凡服官莅任，率①以公家之事惮②于虑，始莫或肯顾。而卜筑园

观者，缔构营缮、漆绘镂刻，曾不之惜③。其视公庭堂廨，如过客之寓④逆

旅⑤，如使者⑥之寄⑦邮亭⑧。风雨鸟鼠不经人意，私则营之，公则废之，其理

也哉！余虽不敏，奉圣天子⑨命来牧兹土。顾是榛芜⑩，曷瑏瑡敢苟安？遂不自量

力，捐赀瑏瑢储材。凡木一千二百本瑏瑣，椽二千一百条，栈柴六百五十驼，瓦一

十四万张，砖二万三千片；一切土资、污墁瑏瑤、钉、铁、绳、笼之物，莫不备

具。爰命工师相度地宜，建得大门三间，钟亭一间，仪门三间，东西角门各一

间，中坊一座，科房一十六间，班房九间，大堂、轩楹悉为整葺重新。经始于

壬辰瑏瑥之腊，落成于明年之春。不费民间一钱，厥工窃幸告竣。

注　释

①率：大致、一般。

②惮：害怕。

③不之惜：古汉语中的否定句。否定句常将被否定的宾语 “之”前置。

此处的 “不之惜”意如 “不惜之”。

④寓：寄居；居住。

⑤逆旅：客舍。逆，迎，迎止宾客之所。犹如后来的 “旅馆”之意。

⑥使者：受命出使的人。

⑦寄：寄居

⑧邮亭：古时设在沿途、供送文书的人和旅客歇息的馆舍。

⑨圣天子：本文作者罗彰彝于清康熙五十年 （１７１１）奉命任陇州知州，故

此处的 “圣天子”应指康熙皇帝。

⑩榛芜：荒芜、草昧，比喻荒废。

瑏瑡曷 （ｈé）：何，怎么。

瑏瑢赀 （ｚī）：通 “资”。资财，钱财。

瑏瑣本：量词。株，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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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污墁：应作 “圬镘 （?）”或 “禜镘 （?）”。涂墙所用的工具 （抹

子）。《尔雅·释宫》： “镘谓之禜。”陆德明 《释文》引李巡曰： “泥镘一名

圬，涂工之作具。”

瑏瑥壬辰：指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１２年。

当作兴之初，余心未尝不以肩仔①是惧；今则始有以少惬矣。夫而后百务

之纲维有所归，政令之发施有所统。仰望其表，则绮疏华焕、门序②竣整也；

观瞻其中，则大轴③山峙、方签④云委也。庶民悦之，士女歌之，请余为之记

其事。余遂直叙其本末于斯。

注　释

①肩仔：应作 “仔肩”。谓所担负的任务。《诗经·周颂·敬之》：“佛时

仔肩。”郑玄 《笺》：“佛，辅也；时，是也；仔肩，任也。”

②门序：序，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在此可理解为一般的墙。门序，门

墙。

③大轴：轴，中心、枢纽。州署为一州行政之中枢，故谓之 “轴”。但在

这里，“轴”实指州署的建筑物。大轴，高大的州署之建筑物。

④方签：官府交吏逮捕犯人的签牌。

诗　　歌

历　代

陇头①歌 （二曲）
（汉乐府②）无名氏

陇头流水，流离③四下。

念我行役④，飘然旷野。

登高望远，涕零⑤双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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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陇头：六盘山南段别称为陇山。古称 “陇坂” “陇坻”，乐府民歌中又

称为 “陇头”。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

②汉乐府：乐府，本为古代音乐官署，始于秦，掌管朝会宴飨、道路游行

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音乐。其所采集创作的乐歌称为乐府。魏晋至

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亦称为乐府。宋元以后的

词、散曲和剧曲，因配合音乐，有时也称乐府。汉代的乐府诗。有郊庙歌辞、

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等类。郊庙歌辞是为统治者祭祀所作的乐歌；

鼓吹歌辞原是军歌，后用于宫廷朝会、贵族出行等场合；其余两类包括从各地

采集的民间歌谣，含有若干反映当时民间疾苦的作品。

③流离：转徙离散；流落。

④行役：因服军役、劳役或公务而在外跋涉称为 “行役”。

⑤涕零：流泪。

　　又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

遥望秦川①，肝肠断绝。

注　释

①秦川：古地区名。有二指，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因春

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专指今甘肃清水境内后川河谷地，因川内有古秦

亭为秦国祖先非子封地而得名。

陇头流水歌 （三曲）
（梁乐府）无名氏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①，

念我行人，飘然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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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西下：疑为 “四下”，因陇头为分水岭，山上下流之水，东、西、南向

皆有。

　　又

西上陇陂①，羊肠②九回，

山高谷深，不觉脚酸。

注　释

①陇陂 （ｂēｉ）陇头的山坡。

②羊肠：比喻狭窄曲折的小路。

　　又

手攀弱枝①，足逾②弱泥。

注　释

①弱枝：柔弱的树枝或草莽。

②逾：越过。

朝　天　岭①

（初唐）卢照邻②

　　十年游蜀道③，万里回长安④。

徒费周王粟⑤，空弹汉史冠⑥。

马蹄穿⑦欲尽，貂裘破⑧转寒。

层水横九折，积石凌七盘。

重溪既下濑⑨，峻峰亦上竿。

陇头闻戍鼓，岭外咽飞湍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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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瑟松风急，苍苍山月团瑏瑡。

传诸后来者，行路诚独难。

注　释

① 朝天岭：今称槐树梁，在今陇县东风镇胡家庄村之南。

②卢照邻 （约 ６３０—６８０后）：唐诗人，字癉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

（今河北涿州）人。曾任邓王府典签、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困，投颍水而

死。工骈文，尤有诗名，为 “初唐四杰”之一。

③蜀道：入蜀之道。历来艰险难行，晚于卢照邻 ６４年的李白，有名诗

《蜀道难》，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④长安：唐朝都城，故址在今陕西西安。

⑤周王粟：周朝禄食。此指唐朝君王给官吏的俸禄。《史记·伯夷列传》：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

⑥汉史冠：《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 ‘王阳在位，贡公弹

冠’。”后以弹冠喻将出仕。汉吏，指贡禹。此处之 “汉史冠”，应作 “汉吏

冠”。

⑦马蹄穿：马久行而蹄磨损。徐干 《中论》：“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险，

亦必颠踬矣。”

⑧貂裘破：貂皮制成的衣裘破旧。《战国策·秦策》：苏秦 “说秦王，书

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

⑨濑 （ｌàｉ）：流得很急的水。

⑩飞湍：飞流的水。

瑏瑡团：圆。

关　山　月①

（盛唐）储光羲②

一雁过连营③，繁霜覆古城。

胡笳④在何处，半夜起边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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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关山月：汉乐府 《横吹曲》名。南北朝以来文人的同题作品，内容多

写兵士久戍不归及其与家人互伤离别的情景。

②储光羲：（约７０７—约７６３）唐诗人。祖籍兖州 （今属山东），润州延陵

（今江苏丹阳西南）人。开元进士，授安宜尉，下絡尉等。天宝末官监察御

史。安禄山陷长安时曾受职，后贬窜岭南。其诗多写田园生活的闲适情趣，风

格朴实。原有集７０卷，佚，明人辑存 《储光羲诗集》５卷。

③连营：连续的军营。

④胡笳：简称 “笳”。双簧气鸣乐器。宋末元初陈元靓 《事林广记·音乐

纪要》：“笳，本胡中所制，故名胡笳。”

⑤边声：边境地区的军乐。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盛唐）岑　参①

　　一驿过一驿②，驿骑如星流。

平明③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

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

前月发安西④，路上无停流。

都护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⑥。

十日过沙碛⑦，终朝风不休。

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万里奉王事⑧，一身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

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
9

⑨。

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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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⑩且携手，不愁前路修瑏瑡。

注　释

①岑参：（约７１５—７７０）唐诗人。江陵 （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天宝

进士。曾随高仙芝到安西、武威，后又入封常清北庭幕府。安史之乱后入朝任

右补阙，官至嘉州刺史，卒于成都。其诗与高适齐名，长于七言歌行。由于从

军西域多年，对边塞生活有深刻体验，善于描绘异域风光和战争景象。其诗气

势豪迈，情辞慷慨，语言变化自如。有 《岑嘉州诗集》。

②驿：驿站。掌投递公文、转运官物及供来往官员休息的机构。

③平明：天亮时。

④安西：唐六都护府之一。贞观十四年 （６４０）平高昌置，治西州 （今新

疆吐鲁番市东南高昌故城），后治龟兹国城 （今新疆库车东）。

⑤都护：官名，意即 “总监”。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为驻西域地区最高

长官。后废置不常。唐代自太宗至武则天时，先后设置安西、安北、单于、北

庭等六个大都护府。每府设大都护、副大都护 （或副都护），管理辖境边防、

行政和各族事务。

⑥西州：唐贞观十四年 （６４０）灭麴氏高昌，以其地置。治高昌 （今新疆

吐鲁番市东南，宝应初改名前庭）。辖境相当今吐鲁番盆地一带。

⑦沙碛：本指沙漠、沙滩，此处似指砾质戈壁。

⑧王事 帝王之事，即国事。

⑨飕@

：风声。

⑩子：指宇文判官。

瑏瑡修：长。

暮秋山行

（盛唐）岑　参

　　疲马卧长坂，夕阳下通津①。

山风吹空林，飒飒②如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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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③霁④凉雨，石路无飞尘。

千念集暮节，万籁悲霜晨。

颋鱰⑤昨夜鸣，蕙草⑥色已陈⑦。

况在远行客，自然多苦辛。

注　释

①津：渡口。

②飒飒：风声。

③苍 （ｍｉｎ）：苍天。，天空。

④霁：雨止。

⑤颋鱰：鸟名。即 “子规”“杜鹃”。

⑥蕙草：亦称 “蕙” “薰草”。香草，香气如蘼芜，古人认为佩之可以避

疫。

⑦陈：旧。

度陇①忆家
（盛唐）岑　参

西向轮台②万里余，也知乡信日③应疏。

陇山鹦鹉④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

注　释

①陇：陇山，古称 “陇坂”“陇坻”，在陕西陇县西南，延伸于陕甘边境，

山势陡峻，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

②轮台：唐时属庭州，隶北庭都护府，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境。

③日：日甚一日。

④陇山鹦鹉：《文选》卷十三祢衡 《鹦鹉赋》：“惟西域之灵鸟兮。”李善

注：“西域，谓陇坻，出此鸟也。”古代鹦鹉出于陇山，因亦称之为 “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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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阳　峡①

（盛唐）杜　甫

　　塞外②苦厌山，南行③道弥恶。

冈峦相经亘④，云水气参错⑤。

林回峡角来，天窄壁面削。

?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

仰看日车⑥侧，俯恐坤轴⑦弱。

魑魅⑧啸有风，霜霰浩漠漠。

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⑨。

东笑莲花⑩卑瑏瑡，北知崆峒瑏瑢薄瑏瑣。

超然侔瑏瑤壮观，已谓殷瑏瑥寥廓。

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寞瑏瑦。

注　释

①青阳峡：本志卷一 《方舆志》： “青阳峡，州西南七十里，唐杜甫有

诗。”清乾隆毕沅 《关中胜迹图志》卷六十：“青阳峡，陇州西南七十里。”按

方位、距离当在今陇县八渡镇。《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甘肃西

和县有青阳峡，木桥?，皆为设险处。《西和县新志》《甘肃通志稿》：西和县

有青羊峡，杜甫 《青阳峡》诗即指此地。本志和 《重修凤翔府志》均持前说。

读诗玩味，当以后说为是。

②塞外：亦称 “塞北”。指长城以北地区。

③南行：杜甫从秦州 （天水）往同谷 （成县），为从北向南行。

④经亘：叠相横亘。

⑤参错：参差交错。

⑥日车：指太阳。传说羲和曾驾着六龙拉的车子载着太阳在天上行走。

⑦坤轴：地轴。

⑧魑 （ｃｈī）魅：古代传说中山泽的鬼怪。

⑨吴岳：指吴山。在古陇州 （今陇县）城南约四十千米处。１９５８年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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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县。 “五峰翠秀，突兀插天，与华岳并峙，故为西镇之尊” （《陕西通

志》）。

⑩莲花：莲花峰，西岳华山的西峰，这里指华山。

瑏瑡卑：卑下，低下。

瑏瑢崆峒：指崆峒山。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属六盘山，南北走向，最高峰

翠屏山，海拔２１２３米。泾河源地。１９００米左右处经切割为东、南、西、北、

中五台，中台凸起，诸台环列，各有奇势胜景。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全国重点

风景名胜区。

瑏瑣薄：迫近。

瑏瑤侔：同等。

瑏瑥殷：盛，众多。

瑏瑦冥寞：昏暗而寂寞。

杂　忆① （其一）
（盛唐）杜　甫

　　满目悲生事②，因人③作远游。

迟回度陇④怯，浩荡⑤及关⑥愁。

水落鱼龙⑦夜，山空鸟鼠⑧秋。

西征⑨问烽火⑩，心折瑏瑡此淹留。

注　释

①杂忆：《杜诗详注》作 《秦州杂诗二十首》。作于乾元二年 （７５９）秋。

是年关内大饥，百姓痛苦不堪。杜甫对政治失望，而司功参军的微职又无所作

为，因由华州弃官携家西行，流寓秦州 （今甘肃省天水市）。本诗原列第一

首，写入秦时的感受。

②生事：生计。

③因人：依靠人。有人疑指其从侄杜佐；或疑指帮他逃出长安的僧人赞

公，其时亦在秦州西枝村自建窑洞居住。

④陇：陇山，亦名陇坂。绵亘于陕西省宝鸡陇县及甘肃省清水、天水、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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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等县。《三秦记》云：“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

⑤浩荡：与 “贐洞 （ｈòｎｇｔóｎｇ）”双声一意，言心神迷乱，恍惚无据。

⑥关：指陇关，一名大震关，在今陕西省陇县固关镇固关村以西关山顶老

爷庙东洪家滩，关势险峻。

⑦鱼龙：水名，又名鱼龙川，在今陇县温水镇。水源于小陇山，潭中有五

色鱼，俗以为鱼龙而莫敢采捕，因谓鱼龙水。今陇县关山一带水中，有秦岭细

鳞鲑，已设省级保护区保护之。

⑧鸟鼠：山名，在甘肃省渭源县西南。即 《禹贡》所谓 “鸟鼠同穴”之

山。为渭河上游北源和洮河的分水岭。

⑨西征：西行。

⑩问烽火：打问有无战事。

瑏瑡心折：心中伤感。

吴山县十首
（宋 ·吴山令）丁　带 （谯邑）

　　潇洒①吴山县，冈峦绕四维②。

官卑③新令尹④，邑古旧蚗糜⑤。

趣有陶彭泽⑥，才非陆浚仪⑦。

折腰⑧身体重，叹适两相宜。

注　释

①潇洒：舒畅，轻快。

②四维：指东、西、南、北四隅。

③官卑：官小，地位卑贱。

④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为楚国最高长官。这里的 “令尹”

实指县令。

⑤蚗麋：古县名。西汉置，因蚗麋泽得名，治今千阳县东。东汉曾为侯

国。西晋并入县。以产墨著名，后世因以为墨的代称。

⑥陶彭泽：即东晋诗人陶渊明，因曾任彭泽县令，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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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陆浚仪：即西晋文学家陆云 （２６２—３０３），曾出补浚仪令，故称。

⑧折腰：弯腰行礼；拜揖。引申为屈身事人。《晋书·陶潜传》：“郡遣督

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

邪！’”

　　其二

潇洒吴山县，居民近百家。

孤城连阜①起，小市枕溪斜。

土润宜栽竹，泉甘好试茶。

公余无一事，何处息纷华。

注　释

①阜：土山。

　　其三

潇洒吴山县，登临西望遥。

风光迎翠耀，野色聚红霄①。

林静神鸦②散，汀③寒宿鹭交，

欲知民意乐，歌唱起鱼樵。

注　释

①红霄：红霞。

②神鸦：即乌鸦。因常息于神祠，故称神鸦。

③汀：水边平地。

　　其四

潇洒吴山县，郊行路曲蟠①。

画留西寺古，川漫北宫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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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俗才无补，寻幽兴未阑③。

一枝聊自足，何笑九霄抟④。

注　释

①蟠：盘曲地伏着。

②北宫：疑指地处北边的道教宫观。

③阑：尽。

④抟：本意为环绕、盘旋。此处为 “抟风”的缩略，比喻奋力上进。《庄

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其五

潇洒吴山县，槐衙①旧治雄。

民淳庭寡讼，土厚岁留丰。

废垒长蛇②积，虚岩大像③空。

虽非邹鲁④地，弦诵⑤满儒宫⑥。

注　释

①槐衙：古城名，即古吴山县旧治，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县功镇附

近。《旧唐书·地理志》：“吴山，隋长蛇县，唐贞观元年改为吴山县，治槐衙

堡。”

②长蛇：魏孝昌二年 （５２６），于长蛇川置长蛇县。

③大像：老庄学说中谓指世界一切事物的本原。

④邹鲁：邹，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亚圣孟子生地。鲁，鲁国，今山东曲

阜市，为孔子故里。

⑤弦诵：弦，以琴瑟伴奏歌咏；诵，诵读。古代学校里读诗，有用琴瑟等

弦乐器配合歌唱的，有只口诵而不用乐器的。《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

弦。”后因以称学校教学。

⑥儒宫：学堂；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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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六

潇洒吴山县，岩居①共几层？

风清闻远笛，月黑见孤灯。

酒酿南溪水，琴邀北阁僧。

城隅修槛②稳，衙退晚来凭③。

注　释

①岩居：岩居穴处，住在深山洞穴中，是说隐居生活。这里指当地居民住

在临崖而掘的黄土窑洞中。

②槛：栏杆。

③凭：靠着。

　　其七

潇洒吴山县，风光满泽川。

野桃红映水，溪柳翠生烟。

曲岸连幽渚①，平莎②覆暖泉。

喜无尘事役③，终日听潺盢④。

注　释

①渚：水中的小块陆地，小洲。

②莎 （ｓｕō）：莎草，多年生草本，有匍匐根状茎和纺锤形的块茎，长生于

湿地或沼泽中，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为常见的野草，块茎入药，称 “香附”。

③尘事役：尘事，世间俗事；役，驱使。

④潺盢：水流声。

　　其八

潇洒吴山县，庭虚夏亦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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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藏峻岳，木叶暗稠桑①。

种稻连荆箔②，分泉过石堂③。

谁知关塞近，风物满西乡④。

注　释

①稠桑：稠密的桑树林。一说为地名，指稠桑里。明、清时，稠桑里为陇

州所辖，在今宝鸡市陈仓区县功镇。此处当指第一义，与 “峻岳”相对而言。

②荆箔：用荆条编织的帘子。

③西乡：西部的乡野。

　　其九

潇洒吴山县，超然寓摄斋①。

清尊②聊对月，芳草恣侵阶。

穷达须归命，升沉不系怀。

弦歌虽可乐，吾志在江淮③。

注　释

①摄斋：当是作者为吴山县令时的居所。

②清尊：盛着清醇美酒的酒樽。

③江淮：江苏安徽地在长江淮河流域，因以江淮泛指两地。作者老家是安

徽亳州。

　　其十

潇洒吴山县，云峰信①有余。

地偏长畏虎，水淖②不生鱼。

梦去游乡国，愁来厌读书。

拂衣空有志，何日赋归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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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信：确实。

②淖：泥，泥沼。

③赋归：告归。《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后因以

赋归作告归的代称。

神　女　祠①

（元·经略使②）穆　衍 （卢龙③）

　　祠下灵泉映碧空，源深谁识④有神龙？

直⑤须均作秦民泽，莫学朝云⑥阁楚峰⑦。

注　释

①神女祠：址在今陕西陇县城关镇神泉村。

②经略使：官名。唐贞观二年 （６２８）始置于沿边重要地区，为边防军事

长官，后多由节度使兼任。宋代置于沿边各路，常兼安抚使，掌管一路之军

政。明代遇重要军事行动则特设经略，职位高于总督。清代亦设此职。

③卢龙：县名。在河北省东北部、滦河流域。今属秦皇岛市。北魏置新昌

县，隋改今名 （北宋末一度改名卢城县）。以卢水 （今青龙河）得名。

④识：知道。

⑤直：径直，直接。

⑥朝云：女神名。战国楚怀王尝游高唐，梦一妇人曰： “妾在巫山之阳，

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后来好事者因之立庙，号曰朝云。

⑦楚峰：指巫山。在四川巫山县东，有十二峰，峰下有神女庙。

碧　寒　亭①

（明·藩使②）王　庶 （宛平）

　　冻云凝白雪漫漫，不是寒亭分外寒。

六月火云天不雨，请君来此凭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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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碧寒亭：位置在今陕西陇县固关镇境内的关山顶上。亦称 “寒亭”或

“陇亭”。

②藩使：由藩国或藩镇派出的使者。

龙　门　洞
（尚书）李　善 （州人）

　　烟微云淡午风轻，身世犹疑在阆瀛①。

石洞仙归山炫耀，碧潭卧龙水澄清。

花飞坐下如铺锦，鸟唱林端似奏笙。

若得挂冠②重聚此，肯悭③诗酒负前盟？

注　释

①阆瀛：阆，阆苑，传说中仙人所居之境。瀛，瀛洲，传说中仙人所居之

山。

②挂冠：《后汉书·逢萌传》：“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

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后因以称辞官。

③悭 （ｑｉāｎ）：吝啬。

龙　门　洞
（参政）阎仲实 （州人）

　　遥看仙景郁葱葱，洞有神仙水有龙。

只恨采芝①人不见，桃花泛水满溪红。

注　释

①芝：灵芝，可供观赏，又供药用。古人以为瑞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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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吴山作
（副使①）丁泰亨 （禖江②）

　　匹马崎岖鸟道来，松林西崦③出楼台。

五峰岚翠自朝夕，万壑泉声殷④地雷。

春雨过时芝草遍，烟霞深处碧桃开。

天风雨液凌高顶，碧海山川首重回。

注　释

①副使：正使的属官。

②禖 （ｘū）江：今江西抚州。

③崦 （ｙāｎ）山名。《新唐书·王雄诞传》：“乘高蔽崦，张疑帜。”

④殷：众多，盛。

西镇①山行
（参议②）赵　忠 （吴郡③）

　　琴鹤相随道路长，宦游踪迹思茫茫。

东瞻华岳仙人掌④，西度吴山白帝⑤乡。

岚气拂衣生翠润，林花炫眼发红香。

一年一度逢春色，却叹年年走异方。

注　释

①西镇：指吴山。《山海经》：“吴山之峰，秀出云霄，山顶相捍，望之常

有落势，其位西方，故曰西镇。”

②参议：官名。明代于布政使司、通政使司设参议一职，分左、右。清沿

明制。

③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东汉永建四年 （１２９）置。治吴县 （今苏州市）。

辖境相当今江苏、上海长江以南、大茅山以东，浙江长兴、湖州市、天目山以

东以及建德市以下的钱塘江两岸。三国吴后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 （５８９）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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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苏州为吴郡。

④仙人掌：西岳华山有莲花、落雁、朝阳、玉女、云台五峰耸列，俊秀奇

险，犹如仙人巨掌。

⑤白帝：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系西方之神，即少昊，又名玄

嚣，亦名曰白招拒。

登　吴　山
（副使）懋　鹏 （信阳）

　　吴岳崔嵬高插天，千峰万壑尽攀缘。

西瞻星海黄河渺，东望函关紫气①连。

野鸟啼春山寂寂，晴岩飞雨石涓涓。

平生颇抱烟霞癖②，竟日淹留懒欲还。

注　释

①函关紫气：传说函谷关令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将有圣人过关，果

然老子骑青牛前来，喜便请他写下了 《道德经》。函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

灵宝市东北。战国秦置。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得名。紫气，旧指宝物的光气

或所谓祥瑞之气。

②烟霞癖：对山水的癖好。

吴山秋兴
（御史）孙永思 （蒲中①）

　　仗节西来拥汉关②，遥从吴岳试跻攀。

悬崖翠扑纶巾③外，巨壑清留拄杖间。

地迥④风云连二华⑤，天清破浪荡三山⑥。

会仙⑦千古空遗迹，唯有灵禽自往还。

注　释

①蒲中：在今山西永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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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汉关：即大震关。汉初于此设关，因处陇山，故名陇关。相传汉武帝登

陇山经此遇雷震，改称大震关。其旧址经文物普查考证，在今陕西陇县固关镇

以西距县城九十里的关山顶老爷庙东洪家滩。

③纶 （ｇｕāｎ）巾：古代用丝绸做的头巾。

④迥：远。

⑤二华：指华山和少华山。华山在陕西省东部，属秦岭东段，花岗岩断块

山。因远望像花，故名华山。主峰太华山，古称 “西岳”，在华阴市南，海拔

２１５４．９米，五峰耸列，峻秀奇险。少华山，亦称 “小华山”。在陕西省华县

东南，因其东有太华山而得名。有独秀峰 （少华峰）、玉女峰。

⑥三山：即三神山，古代传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为神仙所居。

⑦会仙：吴山有峰十七，其一曰会仙，在灵应峰之南，层峦叠翠，林壑幽

邃，时有逸人高士游栖于此，因以名焉。

饮会仙峰下
（御史）杨世卿 （大同①）

　　峰畔仙坛今欲芜，群仙曾此会还无？

隔云仿佛闻帘鼓，对境依稀传笑呼。

时有虎龙岩下伏，尚留鸾鹤洞中孤。

不觉春风吹酒醒，恍疑相伴宴蓬壶②。

注　释

①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在山西省北部，邻接内蒙古自治区。辖城区、

矿区、南郊、新荣四区和大同、天镇、灵丘、阳高、左云、广灵、浑源七县。

北魏初曾建都于此，元代以后为大同府、路治。１９４９年由大同县析置市，

１９５２年为地级市，后续有升降，１９７２年复为地级市。地处大同盆地，桑干河、

御河流贯。

②蓬壶：古代传说中的海中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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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道中即事
杨世卿

　　远浦①烟光合，层峰鸟道回。

山深多雨露，野旷半蒿莱。

篱落村墟迥，林花夕照开。

钟声何处寺？迢递②见楼台。

注　释

①浦：水边。

②迢递：高貌，远貌。

登　吴　山
（巡抚）杨衍庆 （青州①）

　　自入秦关忆陇西②，吴山屹立泰华③齐。

潆洄涧壑千流澈，罗列冈峦百草萋④。

霭霭烟云依阁度，翩翩猿鹤向阶栖。

攀援不觉登高处，仿佛天台⑤去路迷。

注　释

①青州：府名。明太祖吴元年 （１３６７）改益都路置。治益都 （今山东省

青州市）。清辖境较唐州境少辖今潍坊市、昌邑市地，增辖今诸城、安丘、五

莲等市县地。１９１３年废。

②陇西：郡名。战国秦昭王二十八年 （前２７９）置，置狄道 （今甘肃临

洮），因在陇山之西得名。甘肃省简称 “陇”即源于此。

③泰华：泰山与华山。

④萎：草长得茂盛。

⑤天台：山名。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北，仙霞岭东支。古神话汉刘晨、阮肇

入天台采药故事，相传即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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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登吴岳途中遥望二绝
（参政）李景萃 （龙泉①）

　　凤翔西望是吴山，隐约遥峰霄汉间。

行尽柳林②三十里，青莲一朵出云间。

注　释

①龙泉：今浙江龙泉市。在江西南部，瓯江上源龙泉溪流域。邻接福建

省。丽水市代管。唐置县。１９９０年改设市。以龙泉得名。

②柳林：从凤翔西行十里有柳林镇，自古出美酒。

　　又

青莲一朵出云间，直上巍巍不可攀。

我欲凌风登绝顶，扪①天长啸看尘寰②。

注　释

①扪：摸。

②尘寰：尘世，人世。

登吴岳重续前句

扪天长啸看尘寰，越水秦川指顾①间。

我本清狂五岳②客，宦游③到处有吴山。

注　释

①指顾：一指手、一回头的时间。极言时间短暂。

②五岳：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

恒山、中岳嵩山。传说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

③宦游：旧谓在外求官或做官。原文有注 “予旧宦于浙，亦有吴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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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宦游到处有吴山，却被山灵笑未闲。

何日拂衣①归此地，餐松弄月不开关②。

注　释

①拂衣：振衣而去。喻弃官归隐。

②不开关：闭门谢客，断绝往来。谓不为尘事所扰。

晴岩飞雨
（州牧）钱　浙 （蓬莱）

　　无晴无雨滴涓涓，湛①垂如珠露悬。

涤尽枯肠须一滴，袺然②清冷会飞仙。

注　释

①湛 （ｙì）：清澄流下的 （水）。，水下流貌。

②袺 （ｘｉāｏ）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倚　云　楼
钱　浙

　　历尽群峰第一巅，天光山色两相连。

危楼徙倚瞻河汉①，泻作檐头百道泉。

注　释

①河汉：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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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朝

祀　吴　山 （二首 ）
（尚书）张鹏翮 （遂宁①）

　　秩祀②隆昭报，黄封③此日临。

五峰形似掌，万壑众归心。

地僻烟花少，山空木叶深。

篮舆④涉绝騋⑤，苍翠接衣襟。

注　释

①遂宁：今四川遂宁市。在四川省东部，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

东晋置小溪县。南朝齐改小汉县；梁复改小溪县，为东遂宁郡治。西魏改方义

县，北周置遂州，北宋为遂宁府，元为遂宁州，明改遂宁县，１９８５年改设地

级市。

②秩祀：按定例祭祀。秩，常度、定例。

③黄封：宫廷酿造之酒常以黄罗帕封，故称为黄封。也用以泛指美酒。

④篮舆：竹轿。

⑤绝騋 （ｙǎｎ）：高且形状似飌的山。

　　又

西镇山高处，梯霞①望九重。

晴光催野菊，爽气浮长松。

雨洗山容净，烟深碧径封。

霜天到北阙②，回首紋③云中。

注　释

①梯霞：以霞为梯。

②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因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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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宫禁或朝廷的别称。在这里，实指吴山北峰的庙宇。

③紋 （ｘì）：看。

吴山道中喜晴
张鹏翮

　　旭日??①点翠微，黄花香暖袭人衣。

忽惊白雪山头现，更喜红尘雨后稀。

五指②擎天开锦绣，朝霞叠嶂映清晖。

故园为报秋光好，已沐殊恩许暂归。

注　释

①??：太阳初升逐渐明亮的样子。

②五指：指吴山的五座山峰。

陇　　民
（州牧）刘　

A

（凤阳）

　　十载①经兵后，穷愁不忍看。

河山还气象，庐舍已凋残。

独火云中出，孤村岭上寒。

疮痍今尚痛，抚恤望恩宽。

注　释

①十载：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十二月，吴三桂在云南反清。陕西提督王辅

臣在平凉叛应，派总兵蔡元攻克陇州，夺印执官，掳民掠财。十四年，清将洞

鄂佛尼勒占据陇州关山，叛将李黄莺绕踞关山顶，扼据险要。清兵佟、达二将

军屯兵咸宜关，对峙三年之久。刘
A

于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任陇州知州，距

吴三桂叛乱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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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宿吴山
刘　

A

　　攀崖蹑騋①度峥嵘，山色留人暂憩旌②。

落日餐霞迷岫黛③，晚云度寺带钟声。

归樵出谷参差见，栖鸟投林历④乱鸣。

听罢梵音幽梦稳，晓从林际觅啼莺。

注　释

①蹑騋：登山。

②憩旌：卷旗休息。

③岫 （ｘｉù）黛：青黑色的峰峦。

④历：数，一次又一次。

关　　山
刘　

A

　　关山六月犹凝雪，野老①三春不见花。

地瘠苦寒宜雁麦②，壑深流石少人家。

崎岖道仄难容马，阴邃荆丛每伏蛇。

高控秦川雄陇右③，峦峰处处是云霞。

注　释

①野老：田野老人。

②雁麦：即燕麦，一年生禾本科植物。喜温凉湿润气候，耐旱，耐贫瘠土

壤。子实可供食用，茎叶可作饲草。关山地区现在亦有种植。

③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古代以西为右，故名。约当今甘肃六盘山以

西，黄河以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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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吴　山
（署郡守乾州牧①）白　讷 （平定州②）

　　近天高峙五峰擎，鬼斧何年凿削成。

入谷寒余樵路细，隔林风过鸟啼轻。

飞空瀑雨沾衣湿，匝地③岩花澄眼明。

更喜丹梯④凭眺望，苍烟万点蜀山⑤晴。

注　释

①署郡守乾州牧：白讷时任乾州知州代理凤翔府知府。署，代理、暂任。

郡守，郡太守。明代废郡，清沿明制。郡或为府之别称。

②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在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西侧，邻接河北省。

③匝地：遍地。匝，周遍；环绕一周。

④丹梯：刷着红漆的梯子。

⑤蜀山：蜀地的山峰。

恭陪奉使者祭吴山，查公典礼既成，敬志一章
白　讷

　　吴岳嵯峨耸碧苍，金天①灵气奠西方。

明?②旧制存虞典③，持节④名臣出建章⑤。

盛世威仪同带砺⑥，万年疆宇固苞桑⑦。

小臣窃附趋跄后，草木欣欣被宠光。

注　释

①金天：指华山。唐玄宗曾封华山之神为 “金天”，因以金天称华山。

②明?：升起烟火祭祀。?，同 “烟”。

③虞典：指 《虞书》。《尚书》的一部分，包括 《尧典》《皋陶谟》《古文

尚书》又增 《舜典》《大禹谟》《益稷》合为五篇。

④节：符节，古代使者所持以作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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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建章：汉宫名，亦泛指宫阙。

⑥带砺：亦作 “带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使河如带，泰山

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意谓即使黄河狭窄如衣带，泰山细小如砺石，

国犹永存。因以 “带砺”喻长久。

⑦苞桑：桑树的本干。此处比喻根深蒂固。

晴岩飞雨①

（州牧）罗彰彝 （钱塘）

　　旭日团林外，幽岑②别一天。

卷风千嶂雪，亚石③百重泉。

峰曲云为槛，岩垂珠作帘。

名山如不负，萧爽④可忘年。

注　释

①晴岩飞雨：吴山胜景之一，在灵应峰下。崖高千丈，飞流漂漾，瞻视若

晴日飞雨然。

②幽岑：隐秘的小高山。

③亚石：向上看，一层比一层缩进去的石头。

④萧爽：清爽。

和陇州罗使君①晴岩飞雨韵
（阳令）吴宸梧 （宜兴②）

　　见说吴山景，层峦别有天。

云开日皎皎，涧落雨绵绵。

地隔河远，神游灵应③前。

雅歌殊自愧，绝唱倚高贤。

注　释

①罗使君：指罗彰彝。汉时称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以对州郡长官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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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②宜兴：今江苏宜兴市。在江苏省南部，邻接浙江、安徽两省，东濒太

湖，北临蟢湖。秦置阳羡县，隋改义兴县，宋改宜兴县。１９８８年改设市。

③灵应：指吴山灵应峰，吴山五峰之一，在镇西峰之右，峰下有湫池，值

岁賛旱，乡民祷之，灵雨辄应。

癸巳①春，州署②焕然维新。吾侪③三乡士民莫知其所由成④也，跻堂瞻

紋⑤之余，不禁欣欣色喜，偕乐而歌之曰：

陇　舆　人⑥

秡秡⑦茂草，谁其⑧辟之？

??⑨斯庭，谁其植⑩之？

夭桃瑏瑡瑏瑢矣，绿竹苞瑏瑣之。

民力勿攻瑏瑤，伴奂瑏瑥成之。

跻我公堂，陇民乐之。

乐只瑏瑦君子，陇民怀之。

注　释

①癸巳：指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

②州署：陇州衙门，陇州官吏办公的地方。

③吾侪 （ｃｈáｉ）：我辈；我们这班人。侪，辈；类。

④其所由成：它成为这样的缘由。

⑤跻堂瞻紋：登堂参观。

⑥陇舆人：陇地人。舆，众，多。

⑦秡 （ｐéｎｇ）秡：草木茂密丛杂的样子。

⑧其：句中语气词，表示揣测等。

⑨? （áｎｇ）?：同 “昂昂”。气概轩昂的样子。

⑩植：竖立。此处意为建立。

瑏瑡夭桃：《诗经·周南·桃夭》中有 “桃之夭夭”语，谓桃花茂盛而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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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瑏瑢 （ｎóｎｇ）：草木繁盛貌。

瑏瑣苞：丛生，茂盛。

瑏瑤勿攻：攻，从事某项工作。勿攻，指几乎没有使用民力。

瑏瑥伴奂：闲适，悠然自得的样子。

瑏瑦只：语气词。《诗·周南·賬木》：“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望　吴　山
（国学①）谢运泰 （仁和②）

　　五峰突兀绝跻攀，仙掌遥临碧汉③间。

借得登高九节杖，秋风许我上吴山。

注　释

①国学：国家设立的学校，指国子监。

②仁和：旧县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 （９７９）改钱江县置，治今浙江杭州

市。１９１２年与钱塘县合并为杭县。宋、元、明、清与钱塘县同为杭州、临安

府、杭州路、杭州府治所。

③碧汉：天河；蓝天。

登关山顶
罗彰彝

　　晓发关山道，斜晖①始到巅。

崎岖无尺地，呼吸近高天。

积雪连云冻，危②峦傍日悬。

征途何代客，穿凿此山川。

注　释

①斜晖：斜阳，傍晚时的阳光。喻傍晚时。

②危：高耸的。

·１９３·



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望　吴　山
（邑庠①）蒋一经 （丹徒②）

　　五峰如掌列端然，攫日抟云③紫极边④。

方信女娲⑤曾炼石，长空撑柱一青天。

注　释

①邑庠：明清时称县学为 “邑庠”。庠，古乡学。

②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在江苏镇江市郊、长江南岸、京杭运河

流贯。秦置丹徒县，１９２８年改镇江县，１９４９年复改丹徒县，２０００年改设区。

③攫日抟云：抓取太阳，团弄云彩。比喻吴山之高。攫，本指鸟用爪疾

取，引申为夺取；抟，把散碎的东西捏聚成团。

④紫极边：天边。紫极，紫微垣为皇极之地，因称帝王宫殿为紫极。此处

借指天帝宫殿。

⑤女娲：又称女娲氏，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是由她和伏羲兄妹相

婚而产生，后来他们禁止兄妹通婚，制订婚礼。又传说她曾用黄土造人，并炼

五色石补天，折断鳌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民得以安居。

丹　阳　洞①

（选贡）罗　云 （钱塘）

　　古洞白云封，丹梯迳几重。

林深常有鹤，松老尽成龙。

碧涧悬飞瀑，虚窗列远峰。

下看城郭近，两岸共闻钟。

注　释

①丹阳洞：在今陕西省陇县龙门洞景区清和宫 （丘祖楼）后的石岩上。

是丹阳真人马钰修道处，洞狭窄，仅能一人容身，须攀缘铁索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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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开元寺浮屠①

（国学）罗　昆 （钱塘）

　　峥嵘塔势压神州，磴道②盘空到上头。

俯瞰吴山浮渭水，青莲一朵漾长流。

注　释

①浮屠：译自梵语的 “佛陀堵波”的讹略，即佛塔。

②磴道：亦作 “?道” “
%

道”。本为登山的石径、阁道，此处应指塔内

盘旋登顶的木梯。

关　山　谣
执鞭士

　　肥马血出，瘦马骨折。

行行行行，方知马力。

纪　　略

陇州历代事迹纪略

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编辑

　　周孝王①时，伯益②之后非子主马③于渭之间。马大蕃息④。王曰：“昔

伯益为舜⑤主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氏。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

庸。邑之秦⑥，使续嬴氏之祀。”即平王东迁，以秦襄公攘彝⑦之功，封为诸

侯，赐之岐⑧以西之地。曰： “戎无道，侵夺我岐丰⑨，秦能攻逐戎，即有其

地。”誓。封爵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立。四年，至渭之

会。曰：“昔周邑我先君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⑩，占曰 “吉”。即

营邑之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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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周孝王：周代第八位王，为共王 （姬鋢扈）弟，名姬辟方，在位六年

（公元前８９１—前８８６）。

②伯益：亦作 “伯翳”“柏翳”，亦称 “大费”。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东

夷族领袖。相传善于畜牧和狩猎，被舜任为虞，掌管草木鸟兽，供应鲜食。又

掌火，烈山泽而焚，禽兽逃匿。为禹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

禹死后，禹子启自继王位。他与启争斗，为启所杀。

③主马：掌管牧马驯马。

④蕃息：繁殖增多。

⑤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姚姓，一作妫姓，号有虞

氏，名重华，史称 “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除

去共工、?兜、三苗、鲧等四人。尧去世后继位，又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

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

⑥邑之秦：于秦作邑，即在秦营建城池。秦，古邑名，即 “秦城” “秦

亭”，在今甘肃清水县，为秦的最早都邑。

⑦攘彝：彝，疑作 “夷”。攘夷，排除少数民族之祸。

⑧岐：古邑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⑨丰：亦作 “酆”，丰京，与镐京同为西周国都；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

西南沣河以西。

⑩卜居：择地居住，亦指择定建城的地方。

瑏瑡营邑之：在此营建城池。

秦始皇兼并天下，置四十郡。凤翔为内史①地，郡名扶风、阳 （，原

陇州地）。

注　释

①内史：官名，秦始置，掌治京畿地方，相当于后世的京兆尹；京畿地方

由内史治理，官名即成为政区名。内史治咸阳 （今市东北）。辖境相当今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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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汉景帝时分为左、右内史与主爵都尉，合称三辅。武帝时改为京兆

尹、左冯翊和右扶风。

汉高帝二年①二月，取雍地。复分为中地郡，又为内史。武帝分雍为右内

史，置士爵中尉，后更名都尉，又改为右扶风，领县二十一 （郁彝其一也，今

陇州）。

注　释

①汉高帝二年：公元前 ２０５年。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 （前 ２５６或前

２４７—前１９５），西汉王朝的创立者，公元前２０２—前１９５年在位。字季，沛县

（今属江苏）人。秦末任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 （前２０９）陈胜起义，他起兵

响应，称沛公，初属项梁。乘项羽与秦军主力在巨鹿决战，率军入关。前２０６

年，攻占咸阳，推翻秦朝统治。同年，项羽入关，大封诸侯王，他被封为汉

王，占有巴蜀、汉中之地。前２０２年，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定都

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死后，上尊号高皇帝。

光武建武六年①五月，隗嚣反，使其将王元据陇坻 （《一统志》云：“陇

坻，在凤翔府西北六十里，即陇山也”）。十二月，诏祭遵军，破嚣将王元

兵。

八年②春，来歙将兵二千人伐山开道，从番须③、回中④径袭略阳 （王义

曰：番须谷在县，回中在陇州西北四十里。略阳，秦州旧名）。冬，吴汉引

兵下陇，遵屯不退。

九年⑤正月，祭遵卒于师，冯异领其营。

注　释

①光武建武六年：公元３０年。光武，汉光武帝，即刘秀 （前５—５７），东

汉王朝的建立者，字文叔，南阳蔡阳 （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九世孙，

公元２５—５７年在位。新莽时，在太学读书。后农民大起义爆发，与其兄?聚

众起兵，加入绿林军。更始元年 （２３）昆阳之战大胜。建武元年 （２５）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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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都洛阳。

②八年：指建武八年，公元３２年。

③番须：地名。在今甘肃华序县关口乡。

④回中：在今陕西省陇县温水镇火烧寨。

⑤九年：指建武九年，公元３３年。

顺帝永和五年①，羌寇武都②，烧陇关 （关在陇州西七十里。 《唐志》：

“源县西有安彝关③，在陇山，本大震关。”）

注　释

①顺帝永和五年：公元１４０年。顺帝，指汉顺帝刘保，东汉皇帝，公元

１２５—１４４年在位。

②武都：郡名。西汉元鼎六年 （前１１１）置。治武都 ［今甘肃西和西南；

东汉移治下辨道 （今成县西）］。辖境相当甘肃陇南、成县、徽县、西和、两

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市县地。北魏移治石门 （今陇南市东南），辖境

缩小至今陇南市一带。地处嘉陵江上游，山川险阻，是陇右通往巴蜀的交通要

道。

晋怀帝永嘉五年①，安彝护军麴允，与冯翊太守索謆败汉军②于长安 （安

彝，关名，在陇州西北七十里。《唐志》：“源县有安彝关。”）

注　释

①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３１１年。晋怀帝 （２８４—３１３），即 “司马炽”，

西晋皇帝，武帝第二十五子。公元３０６—３１１年在位。字丰度。惠帝时立为皇

太弟，即位后，东海王越专权。永嘉五年 （３１１）刘耀攻破洛阳，怀帝被俘至

平阳 （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刘聪在宴会中命他青衣行酒，晋旧臣悲愤号哭。

旋被害。

②汉军：汉国的军队。汉，公元３０４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 （今山西吕

梁市东北）称王，建立汉国，３０８年称帝，３１０年刘聪即位，３１６年灭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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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渊侄刘曜迁都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改国号为赵，史称 “前赵”。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①九月，西燕②慕容永击秦王丕③于邺④，杀之。十一月，

秦南安王登 （丕之子）发丧行服，乃为坛于陇东 （陇东，后魏之郡名，即陇

州），即皇帝位。

注　释

①孝武帝太元十一年：３８６年。孝武帝，指晋孝武帝 （３６２—３９６）司马

曜，东晋皇帝，简文帝第三子，公元３７２—３９６年在位，字昌明。即位初，褚

太后摄政。太元元年 （３７６）亲政。时前秦势盛，八年，秦主苻坚帅大军南下，

他依靠谢、桓二氏协力抗拒，大破秦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后委政于弟

道子，夺谢氏兵权；复忌道子，擢用王恭、殷仲堪等加以防备。晚年沉溺酒

色，因戏言被张贵人害死。

②西燕：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氏所建政权。淝水之战 （３８３）后，鲜卑

族贵族慕容泓于公元３８４年称王。次年，慕容冲杀泓，称帝。与慕容垂争夺恢

复燕国的领导权，一度据有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史称 “西燕”。３８６

年，慕容永迁都长子 （今山西长子西南）。３９４年为后燕所灭。

③秦王丕：指前秦第五位王苻丕，３８５年在位一年。３５０年氐族贵族苻洪

称三秦王，３５２年洪子苻健称帝，建都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史称 “前

秦”，亦称 “苻秦”。

④邺：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城，战国魏文侯置县，都此。西门豹、

史起先后在此引漳水溉田。两汉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

所。建安十八年 （２１３）曹操为魏公，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

为五都之一。有二城，南北相连。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北朝东魏、北齐皆定

都于此。自曹操时至北齐，邺长期为河北地区最繁盛富庶的大都市之一。北周

大象二年 （５８０）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兵败，坚焚邺城，千年名都化

为废墟。移州、郡及邺县于南四十五里安阳城，改置灵芝县于故址。隋开皇十

年 （５９０）安阳复旧名，灵芝复名邺县。北宋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省入临漳。近

代漳水南移，北城故址已隔在北岸，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一带；南城故址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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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南。

魏正光五年①，魏都督元志讨莫折念生②，战于陇口，败绩；东保岐州③。

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岐州，杀都督元志。

注　释

①魏正光五年：５２４年。正光，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５２０—５２５年。

②莫折念生：北魏末秦州士兵和少数民族起义首领，羌族。秦州 （治今甘

肃天水）城兵莫折大提之子。正光五年，大提起义，占居秦州。大提死，他继

领其众，自称天子，建元天建，先后攻占岐州 （治今陕西凤翔南）、泾州 （治

今甘肃泾川北）、凉州 （治今甘肃武威），一度控制渭水下游，占据潼关。孝

昌三年 （５２７），内部分裂，为其部属杜粲所杀。

③岐州：北魏太和十一年 （４８７）置。治雍县 （今凤翔南，隋移治今凤

翔）。辖境在今陕西周至、麟游、陇县、宝鸡、太白等市县地。唐升为凤翔府。

孝昌元年①春，魏行台②萧宝寅、都督崔延伯讨莫折天生，败之。岐、雍、

陇东③皆平。

注　释

①孝昌元年：５２５年。孝昌，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５２５—５２７年。

②行台：东汉以后，朝廷政务由三公改归台阁 （尚书），习称朝廷为

“台”。晋以后，朝官称台官，军称台军。在地方代表朝廷行尚书省事的机构

称行台；其长官亦被同名称呼。由军事征伐而设置，若任职的人权威特重，则

称大行台。

③陇东：郡名。东晋时后赵建平元年 （３３０），在县设陇东郡，后撤。北

魏太延二年 （４３６）复设，属东秦州；太平真君四年 （４４３）改属泾州。隋文

帝开皇三年 （５８３）撤销陇东郡。义宁二年 （６１８）复设，同年，唐改陇东郡

为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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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①，萧宝寅讨莫折念生，败绩。城②、岐州皆降于贼。

注　释

①三年：指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三年，５２７年。

②城：邑、县之治，在今陕西陇县县城之南。

隋文帝①代周②，废岐阳县，置岐州。炀帝③废州，置扶风郡。领九县 （内

源、南由二县俱今陇州）。

注　释

①隋文帝 （５４１—６０４）：即杨坚。隋王朝的建立者，公元５８１—６０４年在

位。

②周：指北周，朝代名，北朝之一。公元５５７年宇文泰子宇文觉代西魏称

帝，国号周，建都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史称 “北周”，亦称 “后周”

“宇文周”。５７７年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５８１年为隋所代。共历五帝，二十

五年。

③炀帝：指隋炀帝杨广 （５６９—６１８）。隋代皇帝，文帝次子，公元６０４—

６１８年在位。

唐兴，高祖①置陇州，领三县 （阳、源、吴山），属关内道②。

注　释

①高祖：即唐高祖 “李渊” （５６６—６３５），唐王朝的建立者，公元６１８—

６２６年在位。字叔德。自称西凉李詗后裔，远祖出自陇西成纪 （今甘肃静宁西

南），迁狄道 （今甘肃临洮），故或作成纪人，或作狄道人。袭祖李虎唐国公

爵。隋大业十三年 （６１７）任太原留守。时农民起义遍布各地，政局动荡，乃

起兵取长安，立炀帝孙杨侑为帝。次年，迫杨侑退位，建立唐朝。玄武门之变

后，传位次子世民，称太上皇。

②关内道：唐行政区划名，为十道之一。辖府二，都护府二，州二十七，

县一百三十五。其境东距河，西抵陇坂，南据终南。大致相当今陕西终南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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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陇县陇山 （六盘山南段）以东及宁夏以南之地。

玄宗天宝①中，安禄山遣高嵩以敕书彩缯②诱河陇将士。大震关使郭英硋

斩之 （关即安彝关，今故关巡检司）。

注　释

①玄宗天宝：玄宗，即唐玄宗李隆基 （６８５—７６２），一称 “唐明皇”，唐

代皇帝，睿宗之子。７１２—７５６年在位。唐隆元年 （７１０）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

政变，杀韦后，拥其父睿宗即位，被立为太子。延和元年 （７１２）受禅即位，

改元先天。次年，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改元开元。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爆发

安史之乱。次年，逃往蜀中，太子亨 （肃宗）即位灵武 （治今宁夏灵武西

南），他被尊为太上皇。至德二载末 （７５８年初）回长安。抑郁而死。天宝，

唐玄宗年号，７４２—７５６年。

②彩缯：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代宗大历十年①，吐蕃②寇陇州。李抱玉、马瞞等击破之。

注　释

①代宗大历十年：公元７７５年。代宗，即唐代宗李豫 （７２７—７７９），唐代

皇帝，肃宗之子，７６２—７７９年在位。大历，代宗年号，７６６—７７９年。

②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公元７—９世纪存在于青藏高原。是以雅

隆 （在西藏山南地区）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奴隶制政权。赞

普松赞干布时，降服苏毗、羊同等部，定都逻些 （今拉萨），建官制，立军

制，定法律，创文字，形成以赞普为中心的集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８世纪后

半叶赞普墀松德赞时，最为强盛，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远及西域、河陇地

区。９世纪中赞普大磨死后，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吐蕃瓦解。计

传位九代，历时两百余年。

德宗建中三年①，召朱?入朝，以张镒为凤翔节度使，韦皋以侍御史知陇

州行营留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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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德宗建中三年：公元７８２年。德宗，指唐德宗李适 （７４２—８０５），唐代

皇帝，代宗长子，７７９—８０５年在位。建中，德宗年号，７８０—７８３年。

四年①十月，凤翔将李楚琳杀张镒降于朱?。初，朱?镇凤翔，遣将牛云

光戍陇州，谋请皋为帅，将劫以臣?，事觉出走，复与?使还州。皋伪受诏，

斩?使及云光。?复使他奴，拜皋凤翔节度使，亦斩之。帝②乃以陇州为奉义

军，擢皋节度使以旌之。

注　释

①四年：建中四年，公元７８３年。

②帝：指唐德宗李适。

贞元①年间，邢君牙为凤翔节度使。吐蕃数犯边，君牙劝耕讲战，戎不能

侵。又城陇州平戎川②，号 “永信城”，以固边圉③。

注　释

①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７８５—８０５年。

②平戎川：和下文的 “永信城”俱在今甘肃华亭县。

③边圉 （ｙǔ）：边疆。

宣宗大中①间，防御使薛逵筑源县安彝关。

注　释

①宣宗大中：宣宗指唐宣宗李忱 （８１０—８５９）。唐代皇帝，宪宗之子，穆

宗之弟。８４６—８５９年在位。大中，宣宗年号，８４７—８５９年。

僖宗光启元年①十二月，李克用②进逼京城。田令孜奉上奔凤翔。克用还

军河中③，表请还宫。令孜劫帝如④宝鸡。朱玫、李昌符追逼车驾。帝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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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散关 （关在宝鸡县南五十三里）。

注　释

①僖宗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年。僖宗指唐僖宗李儇 （８６２—８８８），唐代皇

帝，懿宗之子。８７３—８８８年在位。光启，唐僖宗年号，８８５—８８８年。

②李克用：（８３５—９０８）唐末沙陀部人，诛邪赤心之子，别号李B

儿。一

目失明，又号独眼龙。初随其父冲锋陷阵，军中称为 “飞虎子”。曾杀大同军

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后为唐军所败，与其父逃入鞑靼。黄巢攻入长安，代

北起军使陈景思召他为代州刺史，率沙陀兵镇压黄巢，攻破长安，被任为河东

节度使，后封晋王。长期与朱温交战。其子存鮖建立后唐，他被尊为太祖武皇

帝。

③河中：府名。唐开元九年 （７２１）升蒲州置，以位在黄河中游得名。同

年改为蒲州，乾元时复改河中府。治河东 （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辖境

相当今山西西南部龙门山以南，稷山、运城市、芮城以西及陕西大荔东南部等

地。其后屡有减缩。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改为蒲州。

④如：到，去。

三年①三月，车驾②至凤翔。李昌符恐车驾还京，虽不治前过，恩赏必疏；

乃以宫室未完，固请驻跸③府舍。从之。六月，李昌符与天威都头杨守立争道

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昌符遂拥兵烧行营。守立与战，败走，保陇州。

诏遗④李茂贞⑤为招讨使讨之。八月，李茂贞平陇州。李昌符伏诛。诏以李茂

贞为凤翔节度使。

注　释

①三年：指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８８７年。

②车驾：帝王所乘的车，因用为帝王的代称。

③驻跸：指帝王出行在途中停留暂住。跸，帝王的车驾。

④遗 （ｗèｉ）：赠授。

⑤李茂贞 （８５６—９２４）：唐末深州博野 （今河北蠡县）人。本姓宋，名文

通。僖宗时，历任武定、凤翔节度使，封陇西郡王，赐姓名。天复元年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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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为朱温所逼，逃凤翔，他挟持昭宗与朱温 （后梁太祖）对抗。后梁建立

后，他地盘缩小，仍自称岐王。同光二年 （９２４）归顺后唐。

宋太祖①奄有天下②，设陇州，领四县 （阳、阴、吴山、陇安四县，

俱省，入陇州。），属秦凤路。

注　释

①宋太祖：即赵匡胤 （９２７—９７６）。宋王朝的建立者，９６０—９７６年在位，

涿州 （今属河北）人。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

权。公元９６０年发动陈桥兵变，继帝位，国号宋。

②奄有天下：一统天下。奄，覆盖；包括。

高宗绍兴元年①六月，张浚②以吴③为陕西诸路都统制。时关陇六路④尽

陷于金，止余阶、成、岷、凤、洮五州⑤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

注　释

①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

②张浚 （１０９７—１１６４）：南宋大臣，字德远，汉州绵竹 （今属四川）人。

政和进士。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任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并建议经营川陕，以

保东南，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次年因东南形势紧张，乃集军反攻，牵制金

军，败于富平 （今陕西富平北）。后用吴等坚守秦岭北麓，使全蜀安堵，江

淮赖之以安。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再任枢密，次年为宰相，重用岳飞、韩世忠。

秦桧执政后，被排斥在外近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 （１１６１）金海陵王攻宋，才

重被起用，封魏国公，主持孝宗隆兴元年 （１１６３）的北伐，因将领不和，符离

之战失利，又被主和派排挤去职。

③吴 （１０９３—１１３９）：南宋初名将。字晋卿，德顺军陇干 （今甘肃静

宁）人，迁居水洛 （在今甘肃庄浪）。善骑射，北宋末年从军。高宗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任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富平之战宋军败后，他与弟瞞扼守和尚原

（今陕西宝鸡市西南），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击败进犯的完颜宗弼所率金军。四

年改守仙人关，屡破金军。官至四川宣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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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关陇六路：关陇，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地区。六路当指庆历初

分陕西路为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和熙宁中增置的熙河路、永兴路。

⑤阶、成、岷、凤、洮五州：阶州，唐景福元年 （８９２）改武州置。治皋

兰镇 （今陇南市武都区东）。辖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康县等地。其后治所曾

有迁移，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降为县，并移治今武都区。不久复为州。清雍正

六年 （１７２８）升直隶州，辖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文县、康县、成县等地。

１９１３年废，改本州为武都县。西魏改南秦州为成州。隋改为汉阳郡，唐复改

为成州，没于吐蕃，后复置，移今成县治。五代梁移治同谷界，改文州。后唐

复曰成州。宋叫成州同谷郡，升为同庆府。元复为成州，省同谷县入州。明降

州为县。即今甘肃成县。岷州，西魏大统十年 （５４４）置州，因岷山得名。治

溢乐 （今甘肃岷县）。唐辖今岷县一带。８世纪中叶后曾属吐蕃。北宋熙宁后

辖今甘肃西和、礼县、宕昌、岷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地区。南宋绍兴中

改名西和州，并移治白石镇 （今西和）。元复置岷州于岷县。明初改为卫，清

初改为厅，雍正中复为州。凤州，北周置。隋改为河池郡；唐复置，改河池

郡，寻复曰凤州；宋为凤州河池郡，治梁泉；元省梁泉入州；明降州为凤县。

即今陕西凤县。洮州，北周保定元年 （５６１）置州，治美相 （今临潭），辖境

相当今甘肃临潭以西、西倾山以东的洮河流域。唐广德后地入吐蕃，北宋大观

初复置，元移治今临潭东南新城，明洪武时改为卫，清乾隆中改为厅，１９１３

年改为临潭县。

十年①九月，杨政复陇州，及破岐山诸屯。寻②诏班师③。

注　释

①十年：指南宋高宗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

②寻：不久。

③班师：军队出征归来。

十二年八月，和议成①，割和尚原、方山原以畀②金，以大散关③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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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十二年八月，和议成：指绍兴十二年 （１１４２）。此处时间有误。绍兴十

年 （１１４０）顺昌、郾城等役大捷后，高宗、秦桧放弃河南各地，撤退军队，一

意求和。次年与金定议：宋、金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 （今陕西宝鸡市西

南）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贡纳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十二年春，金册

立赵构 （高宗）为宋帝。

②畀：给予，付与。

③大散关：古关名，宋以后习称 “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

上。当秦岭咽喉，扼川、陕间交通孔道，为古代军事必争要地，蜀汉建兴中诸

葛亮出散关围陈仓，即此。宋与金以此关为界。

三十二年①，吴瞞遣别将彭贵至宝鸡渭河，夜劫桥头大寨，破之；乘胜复

秦、陇、洮州、大散关；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宝鸡。十二月，金人以重兵扼

凤翔，争吴瞞新复十三州。时议弃三路，遂诏班师。金于是置大兴军，领 （凤

翔、岐山、宝鸡、扶风、麟游），属陕西西路；置陇州，领 （阳），属熙秦

路。

注　释

①三十二年：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

元世祖①定天下，仍为陇州。领县二 （源、阳），属巩昌便宜都总帅

府，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注　释

①元世祖 （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即忽必烈，１２６０—１２９４年在位。蒙哥汗元年

（１２５１）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三年 （１２５３）率军攻云南，次年灭大

理。九年 （１２５９）蒙哥死于合州，他在鄂州与宋贾似道议和。次年在开平

（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即大汗位，始建年号中统。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定都燕京 （后称大都，即今北京）。八年 （１２７１），定国号元。随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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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发动进攻，十三年 （１２７６），灭宋，继又消灭南宋流亡政权，至十六年

（１２７９），统一全国。在位期间，吸收汉族王朝统治经验，建立包括行省制度在

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地的控制，注重农桑，兴修水利，使社会经济得以恢

复、发展，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明洪武二年①三月，兵入潼关，攻李思齐营。思齐弃辎重，奔凤翔。李克

彝据岐山，任从政据陇州。大将军徐达②遣冯得胜进攻凤翔。思齐惧，率所部

奔临洮。四月，大将军至凤翔，遂进兵克陇州。西陲底定③，设凤翔府，而以

陇州隶焉，属陕西布政司，分辖关西道。

注　释

①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

②徐达 （１３３２—１３８５）：明初名将。字天德，濠州 （治今安徽凤阳东北）

人，农家出身。元末参加朱元璋军，与常遇春同称才勇。朱元璋攻灭张士诚，

北上灭元，都用他为大将军。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克大都 （今北京），分兵定北

方各地。以后又连年出击扩廓帖木儿。有谋略，行军持重有纪律。任右丞相，

封魏国公。死后追封中山王。

③底定：平定。

论曰：文之传，事之传也。读古载籍，上下千百年之久，而谈往事如昨

日，系古人之文也。文其可逸①乎？陇地历遭兵燹②，文献无征③，唯述之记

忆，采之诸家，拾其遗逸，突其菁英。而大雅遗音仅存一二，譬则夏鼎商彝④，

时见人间，愈希愈贵矣！迄我圣朝，人文化成，上而名公巨卿⑤，下逮羁栖韵

士⑥，掇庶子⑦之春华，揽家丞⑧之秋实，殆美不胜收乎？若历代事迹以有关于

政理，登诸简编，庶几⑨留心经画⑩者得以考之于昔，而镜之于今瑏瑡也云尔。

注　释

①逸：散失；失传。

②兵燹 （ｘｉǎｎ）：指因战乱而导致的焚烧破坏。燹，兵火。

③无征：不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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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夏鼎商彝：彝，古代青铜祭器的通称。夏鼎，传说夏禹收集九州的金属

铸成。后泛称古董为夏鼎商彝。

⑤名公巨卿：朝廷高官。

⑥羁栖韵士：作客寄居的文人。

⑦庶子：官名。掌诸侯、卿大夫之庶子的教养训诫等事。秦汉置中庶子、

庶子员。晋以后遂为太子官属。隋改为左右庶子。唐时分掌左右春坊 （太子

宫）事。历代相沿，清末始废。

⑧家丞：官名。汉太子家令有丞，历代沿置，至明始废。

⑨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

⑩经画：理政计谋。

瑏瑡镜之于今：（写出来）以为今之镜鉴。

改建文昌宫① 解② （雍正三年③ 续）

（州牧）罗彰彝 （钱塘）

　　天生万物必有本④。人本乎天，而卦本乎乾者也。乾为天，天即乾也。文

王八卦⑤方位，乾出乎亥，是以称亥为天门。圣人观人文⑥以化成天下。文为

天人之用也。人文之本，一统乎天也；人文之用，一出乎天门也。

今众士子，秉文教⑦之范围，思欲振兴文学⑧，请改建文昌宫，为人文景

从⑨之本；未知所适，来质于予。予嘉其志，进而晓之曰： “幸矣乎斯文，其

不坠乎！旧有文昌阁，在州城南门之上。尔多士⑩亦觉未妥，其灵耶？夫文昌

阁面其南，众多士背其北，则尔多士与文昌阁不相向矣，文昌阁又与尔多士不

相觌矣。天下安有两相反而求两相合，乌瑏瑡可得耶？”

予迨相度瑏瑢机宜，遂得城之西北隅，于乾垣方位，上可建祠三楹为文昌宫。

用 《都天宝照经》法，祠坐亥壬瑏瑣，户向巳丙瑏瑤。坐亥壬者，当天门至贵之地，

宅之以御其极；向巳丙者，对文明瑏瑥相见之方，景之以沐其休瑏瑦。若聿瑏瑧观形

势，俯瞰莲池，中有荫龙水一泓，原泉混混，诚为有本之学；而澄湛皎洁，犹

足清沁文思。且州治围环拱抱，东壁图书，西园翰墨，即二酉瑏瑨怀藏于中也。

再远观吴岳，五峰排闼瑏瑩于前，餐其秀者，为孟学士之词宗；扼其雄者，作王

将军之武库瑐瑠。朝夕熏沐于斯，岁时祭祀于斯，人文所宗，心思所聚，报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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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循乎天，自见地灵人杰。人文首出于天下，何多让瑐瑡焉？始知建文昌宫于乾

垣、作祠宇于天门者，其理操左券瑐瑢也。

注　释

①文昌宫：文昌，亦称 “文曲星”“文星”。中国古代神话以为主宰功名、

禄位的神。后为道教所承袭。旧时多为读书人所崇祀，以为可保功名。元仁宗

延三年 （１３１６）将梓潼帝君加封为 “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后，称

“文昌帝君”，两者遂合二为一。文昌宫、文昌阁，即供奉文昌帝君所在。陇

州的文昌宫、阁均已无存。

②解：文体的一种。明徐师曾 《文体明辨》卷四十三 《解》： “按 《字

书》：‘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杨雄始作 《解嘲》，世遂仿之；

其文以辨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

③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

④本：根源。

⑤文王八卦：文王，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商纣王时为

西伯，亦称伯昌，曾被纣王囚禁于里，在位五十年。八卦，亦称 “经卦”。

《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用 “
C

”和 “———”符号，每卦由三爻组成：以

“
C

”为阳，以 “—”为阴。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易经》六十四卦皆由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八卦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占卜。《易

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每卦有象征多种事物，并认为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史记》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般认为

是他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

⑥人文：此指诗书礼乐等。

⑦文教：指礼乐法度、文章教化。

⑧文学：古代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通称为文学。

⑨景 （ｙǐｎｇ）从：“景”通 “影”，如同影子跟随形体。比喻紧相跟随。

⑩多士：众多之士。

瑏瑡乌：怎么。

瑏瑢相度：选择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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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亥壬：方位，西北方向。

瑏瑤巳丙：东南方向。

瑏瑥文明：文治教化。

瑏瑦景之以沐其休：影从就能得到它的荫庇。沐，润泽，蒙受。休，树荫，

引申为荫庇。

瑏瑧聿：语气助词，无义，用在句首或句中。

瑏瑨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太平御览》卷四十

九：“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称藏书多

曰二酉，本此。

瑏瑩排闼：推门，撞开门。

瑐瑠餐其秀者，为孟学士之词宗；扼其雄者，作王将军之武库：语出唐王勃

《滕王阁诗序》。意思是说奉祀、朝拜文昌宫的人中，有文学辞章为众所宗仰

的孟学士和攻伐谋略博洽的王将军那样的才俊。

瑐瑡让：把自己所有的给别人。

瑐瑢左券：券，契约。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片，双方各执其一。左片叫左

券，由债权人收执，作为凭据。后用来比喻事有把握。

改建魁星① 阁说

罗彰彝

　　按：州城本山正龙，由酉辛②入首；州治向明而开，又以子癸③立局论。

酉辛阴局逆行，是子、申、辰会合；子癸阳局顺行，是申、子、辰会合。所谓

辛壬聚而会辰，皆以辰为墓库也。

从前魁星阁亦在巽垣。然巽垣统辰巳二方位，大相迥别于此，错用则生墓

谬误矣。奈何将魁星阁置于东南城角之东，在地元辰位上，则落在墓库中矣。

巽为文明之象，凡巽垣建魁星阁者，特于文明方表出文笔峰，以助文人之彩

笔，辉天府之文章耳。若将文笔峰置之墓库中，则晦滞④淹没，如丰城宝剑⑤

埋藏狱底，安望龙光有射牛斗之日哉？是以文风日衰，人文蹇塞⑥，慨⑦以久

矣。

今欲挽回颓风，璇⑧转文运，应将魁星阁建于巽垣巳丙方位上，在东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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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之南，增辉于长生之位，焕彩于文明之方，则奎光⑨灿烂，气宇聿新，景

运⑩重开，斯文丕振瑏瑡矣。

注　释

①魁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中国古代

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称为 “奎宿”。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道教也

尊之为神。因在汉朝纬书 《孝经援神契》中有 “奎主文章”之说，后世遂建

奎星阁以崇祀之。

②酉辛：西方。

③子癸：北方。

④晦滞：昏暗不通。

⑤丰城宝剑：传说吴灭晋兴之际，天空斗、牛两宿间常有紫气，豫章人雷

焕谓 “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地点在豫章郡丰城。尚书张华乃任雷为丰城

令。雷到任后，在丰城狱中掘得宝剑两口，一名龙泉，一名太阿，斗、牛间紫

气即消失。

⑥蹇塞：艰难阻隔。

⑦慨：感叹，叹息。

⑧璇：指璇玑，即魁星。

⑨奎光：奎星的光辉。

⑩景运：大运。

瑏瑡丕振：大振。

文宫八景诗

（州牧）罗彰彝 （钱塘）

彩阁朝霞

高栋层甍①色绚奇，况当海日映晨曦。

朱栏晓启蛟龙象，画槛晴开鸾凤仪。

尽看紫霓封户牖②，还多锦绮绕罘謒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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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知不是金银气，天脄④文章詀藻⑤时。

注　释

①层甍 （ｍéｎｇ）：层层屋脊。

②户牖 （ｙǒｕ）：户，门；牖，窗。

③罘謒 （ｆúｓī）古代设在宫门外或城角的屏，上面有孔，形似网，用以守

望和防御。

④脄 （ｙàｎ）：光照。

⑤詀 （ｃｈī）藻：铺张辞藻。

甘泉喷玉

几道清流涧底通，萦洄绕径过城东。

遂令玉女①游明月，似有鲛人②泣晓风。

弄水掬来珠在手，汲泉携得雪盈筒。

一泓佳味真如醴，何必移封酒郡中。

注　释

①玉女：仙女。

②鲛人：亦作 “蛟人”。传说中的人鱼。《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三引张华

《博物志》：“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

珠满盘，以与主人。”

莲渚浮鸥

阴浓绿树覆平沙，菡萏①香飘绛帐②纱。

翠盖一茎承湛露，红妆独立散流霞。

那容凡鸟侵鱼藻，偏许轻鸥泛水涯。

不是无心来狎客③，爱亲君子④满池花。

注　释

①菡萏 （ｈàｎｄàｎ）：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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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绛帐：红色帐帷。

③狎客：指亲昵接近、常共宴饮冶游的人。 《陈书·江总传》： “总当权

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喧、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

之狎客。”

④君子：西周春秋时是贵族的通称。春秋末以后演变为有德者的称谓。此

处指荷花。语出自宋周敦颐 《爱莲说》。

堞①楼新月

芙蓉百雉②郁③相连，翠耸岑楼④霄汉边。

俯瞰白云星可摘，遥观沧海月初悬。

关山冷傍长空色，陇水寒澌不夜天。

独念征人飘旷野，啼乌声里度前川。

注　释

①堞：亦称 “女墙”。城墙上如齿状的矮墙。

②百雉：超过一百雉的城墙，言城墙很长。雉，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一

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

③郁：（ｙù）闭结。

④岑楼：尖顶高楼。

涛夜惊

万籁无声锁寂寥，高斋短烛坐清宵。

乍闻天际龙雷吼，恍令城南地轴摇。

磅礴倒倾巫峡①水，奔腾怒卷浙江潮②。

揽衣出户中庭望，唯有松风帘外飘。

注　释

①巫峡：亦称 “大峡”，因巫山得名，长江三峡之一，包括金盔银甲峡和

铁棺峡。西起重庆市巫山县大宁河口，东至湖北省巴东县官渡口，绵延约４５

千米。长江横切巫山主脉的石灰岩层，峡谷曲折幽深。高峰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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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并列两岸，以神女峰 （望霞峰）最奇。

②浙江潮：中国浙江省杭州湾钱塘江口的涌潮。以每年夏历八月十八日在

海宁出现最著，故又称 “海宁潮”。涌潮全程８０千米，历时约４小时。因钱塘

江口呈喇叭形，湾口宽度达１００千米，向内逐渐浅窄，至海宁市盐官镇骤缩为

３千米，致使潮水涌积，又因湾底沙洲的摩擦阻力，使潮波传播受约束而形成

涌潮。涌潮来袭时，在杭州市萧山区与海宁之间潮波发生折射、反射和交汇，

激起高耸的水墙，致使潮头壁立，波涛汹涌，又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浙

江”为旧称，现今一般称钱塘江。

霜钟晓彻

山城秋老气犹寒，阒①户敲砧②夜欲阑③。

霜色侵阶同月冷，钟声催晓伴星残。

早惊宿雁飞前浦，慢
:

轻风度远滩。

任是迢遥虚谷里，还闻余韵满林峦。

注　释

①阒 （ｑù）：空；静寂。

②敲砧：洗衣或槌击浆洗过的衣物。砧，捣衣石。

③夜欲阑：夜将尽。阑，尽，晚。

西寺书声

为爱禅房①花木深，载书携箧②到空林。

无劳钟磬和清梵③，自有弦歌④出好音。

隔院时闻金玉韵⑤，虚窗唯觉短长吟⑥。

挑灯诵读谁家子，不畏萧斋⑦寒暑侵。

注　释

①禅房：佛寺中的房子。

②箧 （ｑｉè）：小箱子。

③清梵：清亮的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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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弦歌：犹弦诵。弦，以琴瑟伴奏歌咏；诵，诵读。古代学校里读诗，有

用琴瑟等弦乐器配合歌唱的，有只口诵而不用乐器的。

⑤金玉韵：读书声。金，钟声，泛指钟、铃等金属乐器之声；玉，指磬，

击磬的声音，《孟子·万章下》：“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

也。”用以比喻文辞谐畅；韵，和谐悦耳的声音，亦比喻文章。

⑥短长吟：作词吟诗。

⑦萧斋：清静冷落的书房。

城烟锁柳

堤杨夕照尽氤氲①，烟火千家看不分。

弱线依依霏薄雾，垂丝袅袅荡轻云。

藏枝翡翠②窥无影，隔叶黄鹂空自闻。

送别河梁③无可折，行人何必惜离群。

注　释

①氤氲：烟云弥漫的样子。

②翡翠：鸟名，翠鸟的一种。常见的为蓝翡翠，体长约３０厘米。头部和

翼的内侧覆羽绒黑色。颈白色稍沾棕色。自背至尾和翼的初级覆羽、次级飞羽

等都为亮蓝色。翼下有一白色带纹。下体余部橙棕色。嘴强而直，和足趾都呈

珊瑚红色。

② 河梁：桥梁。也用为送别之地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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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府陇州知州罗彰彝纂修

祥　异①志

二仪肇分②而后，则六合③之内阴阳交错，万变万殊焉。然而几者④动之

微，吉凶有先见之兆，唯能默体仁爱，修省勿倦，以冀上合天德，则朝乾夕

惕⑤，君子必谨其几⑥焉。至于探赜索隐⑦，齐谐⑧曾为记载矣。为志祥异。

注　释

①祥异：吉凶怪异。
②二仪肇分：天和地初始分开。
③六合：指天地和东、南、西、北四方。
④几者：事的迹兆。
⑤朝乾夕惕： 《易·乾》：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人用

《易》意而变其词为朝乾夕惕，形容终日勤奋谨慎，不稍懈怠。

⑥几：隐微，细微。
⑦探赜 （ｚé）索隐：泛指探究深奥的义理或搜索隐秘的事迹。赜，幽深莫

测；隐，隐秘难见。

⑧齐谐：《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成玄英疏：“姓齐名
谐，人姓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后世志怪之书多用 “齐

谐”为书名。

汉

武帝元狩元年①十月，五色②云见③。

注　释

①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年。武帝，指汉武帝刘彻 （前１５６—前８７），
西汉皇帝，景帝之子。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年在位。元狩，汉武帝年号，前
１２２—前１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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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五色：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其他为间色。
③见 （ｘｉàｎ）：现，出现。

唐

昭宗天复元年①五月丁酉至于己亥，太白②昼经天，在井度。八月己亥，

井鬼间有白云如履底③；中出白气如匹练，长五丈，上冲天，分为三彗④，头

下垂。

注　释

①昭宗天复元年：９０１年。昭宗，指唐昭宗李晔 （８６７—９０４），唐代皇帝，
懿宗之子，僖宗之弟。公元８８８—９０４年在位。天复，唐昭宗年号，９０１—９０４
年。

②太白：太白星，即 “金星”。中国古代把黄昏出现于西方天空的金星称

为 “太白星”。郭璞：“太白星也。晨见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太白。”

③履底：鞋底。
④三彗：三颗彗星。

宋

太祖建隆二年①五月己丑，岁星②犯东井。

注　释

①太祖建隆二年：９６１年。太祖，指宋太祖赵匡胤 （９２７—９７６），宋王朝
的建立者，公元９６０—９７６年在位。涿州 （今属河北）人。后周时任殿前都点

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公元９６０年发动陈桥兵变，即帝位，国
号宋。建隆，宋太祖年号，９６０—９６３年。

②岁星：即 “木星”。木星在黄道带每年经过一宫，约十二年运行十二宫

一周天，所以中国古代称之为 “岁星”，并用以纪年。

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①三月庚申，太阴②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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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世祖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世祖，即元世祖忽必烈 （１２１５—１２９４），亦
称 “薛禅皇帝”，蒙哥之弟。蒙哥汗元年 （１２５１）受命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
事。三年率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九年，蒙哥死于合州，他在鄂州与宋贾似

道议和。次年在开平 （今内蒙古正南旗东闪电河北岸）即大汗位，始建年号

中统。至元元年 （１２６４）定都燕京 （后称大都，即今北京）。八年，定国号

元。十三年，灭宋。至十六年，统一全国。至元，元世祖年号，１２６４—１２９４
年。

②太阴：月亮。

明

成祖永乐六年①八月丙申，夜有星大如盏，青白色，尾迹有光，出西方，

游行井度。

宣宗宣德六年②四月，大水，庐舍学舍漂没。

孝宗弘治五年③三月，甘露降。

怀宗崇祯五年④，大饥。

注　释

①成祖永乐六年：１４０８年。成祖，指明成祖朱棣 （１３６０—１４２４），明代皇
帝，太祖第四子，１４０２—１４２４年在位。永乐，明成祖年号，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②宣宗宣德六年：１４３１年。宣宗，指明宣宗朱瞻基 （１３９８—１４３５），明仁
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１４２５—１４３５年在位，年号宣德。

③孝宗弘治五年：１４９２年。孝宗，明孝宗朱樘 （１４７０
C

１５０５），明朝
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１４８７—１５０５年在位，年号弘治。

④怀宗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怀宗，指明思宗朱由检 （１６１１—１６４４），明代
皇帝，年号崇祯，１６２７—１６４４年在位。即位后杀魏忠贤，罢黜阉党，励精图
治，极想有为；但随即信任另一批宦官，冤杀抗击后金 （清）的将领袁崇焕。

刚愎自用，动辄更易将相。在位期间，农民起义纷起，势如燎原。崇祯十七年

（１６４４）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他在煤山 （今北京景山）自缢，明亡。

清兵入关，谥怀宗，后改庄烈帝；南明谥思宗，后改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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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朝

世祖章皇帝顺治八年①，南原里麦秀②两岐。

今上康熙六年③八月十七日，吴山卿云④见。

康熙四十三年⑤八月三十日，地震，州治民舍悉倒，相公山⑥倾，压死男

妇无数。

注　释

①世祖章皇帝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世祖，指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１６３８—１６６１），清代皇帝，皇太极第九子，年号顺治，１６４４—１６６１年在位。

②秀：指禾类植物吐穗开花。
③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康熙，为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１６５４—１７２２）

年号，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年。
④卿云：同 “景云”。卿，通 “庆”。一种彩云，古以为祥瑞之气。 《史

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卿云。”

⑤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
⑥相公山：在今陕西陇东风镇。

论曰：史称儒者不言机祥①，而异则必纪。《春秋》书星灾日食、梅李冬

实、螟蜮蜚螽②之类，皆不离告诫之意，非以 闻③动众也。盖龟龙呈象④、赤

乌白鱼而外，醴泉芝草⑤有道者，必绌⑥之矣。至以五行配五事⑦，以人占天，

毫发不爽。夫祸福之机，不俟终日，消弭无形，转异为祥，端由人事也夫。

注　释

①机祥：事物变化的迹象、征兆。
②螟蜮蜚螽：害虫。螟，食禾害虫。蜮，古代传说一种能含沙射人，使人

发病的动物。蜚，害虫名，体轻如蚊，形椭圆，发恶臭，群聚食稻花，令稻不

实。螽，旧时对蝗虫的总称。

③ （ｘｉǎｏ）闻：支离繁琐的语言、事情。
④龟龙呈象：天空大气光象呈现出龟、龙的形象。古人以龟龙为灵物。而

一切有所相似的大气晕象，如珥、缨、纽、履、戟、提、格、背、负等晕和形

如 “王”字、“田”字，或如赤乌夹日等晕象均称之为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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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八·祥异志

⑤醴泉芝草：甘泉瑞草。醴，甘甜的泉水。芝，灵芝，古人以为瑞草。
⑥绌：通 “黜”。排除。

⑦五事：修养身心的五个方面，指貌、言、视、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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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后记

旧志文献整理，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地方志工作的职责

之一。整理旧志资料，既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典藏古籍，也是为了让 “古董”

由 “死”变 “活”，方便读者，扩大受众，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古人智慧，服务

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让旧志走出馆藏，为今人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助力加油，陇县早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首轮县志编纂启动之时，就进行过探索。当时主要做了两项

工作：一是组织 《陇县志》编辑班子搜集、整理、编辑了数十万字的 《陇县

旧志资料类编》；二是聘请闫存正、朱文柏、王春和等人对 《陇州志》进行了

校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三位老先生阅读志书、查阅资料，耗时近两年对成书

于清代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的 《陇州志》予以断句、标点、注释。其时

“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方才起步，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编志工作刚刚肇

始，旧志整理还未全面展开，全社会对旧志注释的认识远不到位；整理古籍所

需工具书欠缺，旧志校注无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加之后来因新志编修任务紧迫

而无暇顾及旧志注释工作；尽管先生们付出了艰辛的劳作，但囿于诸多方面的

制约，其成果 《陇州志》校注稿存在着段落划分及断句标点不准、出注过少

过简、注释错讹较多、古文字未加处理等问题。基于缺乏自信，当时的县志办

负责人决定对 《陇州志》校注稿封存入档，未予付印。

《陇县志》出版后，县志办并入档案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工作

体制。１９９６年春节过后，《陇州志》校注工作重新被纳入县档案局 （县志办）

的工作盘子。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县档案局 （县志办）安排雒继立、何进喜、王

峰三同志，对 《陇州志》予以重校。雒继立、何进喜、王峰都是县档案局

（县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身兼局 （办）的日常工作和旧志校注两副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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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旧志完全是在常规工作之余进行的。其校注的 《陇州志》，断句、标点、

注释基本上因袭了前注 《陇州志》，出注略有增加。

二轮 《陇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编纂进入尾声后，中共陇县县委、陇县人

民政府站在 “古为今用”，让旧志服务现实，为 “打造宝鸡副中心，建设幸福

新陇州”添加动力的战略高度，依照省市方志部门的统一部署，重新安排了旧

志校注相关事宜，责成县档案局 （县志办）未雨绸缪，做好旧志校注的各项

前期工作。县档案局 （县志办）按照县上的安排，于２０１４年向省档案局争取

《陇州志》校注项目。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７日，《陇县志》尚在付印之中，县档案局 （县志办）即组

建领导机构、搭建校注班子、选聘校注人员，启动了 《陇州志》的重新校注

工作。档案局局长景小玲任校勘领导小组组长，副局长杨全福、张洲义任副组

长，杨鑫华、高引娟、刘万江、王建军、张志宏为成员；校注为张宝林、王会

林、顿鹏贵，审校为景小玲，总校为李秉文。校注工作随之展开。２０１６年８月

３０日，景小玲、杨全福、杨鑫华因工作变动调离县档案局，王志玮担任县档

案局局长，时勇任副局长。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２日，《陇州志》校注机构调整。档

案局局长王志玮任校注领导小组组长，副局长时勇、张洲义任副组长，高引

娟、刘万江、王建军、张志宏为成员；校注为张宝林、王会林、顿鹏贵，审校

为王志玮、时勇，总校为李秉文。

《陇州志》的校注自２０１６年４月初全面展开。此次 《陇州志》校注，不

是在原校注稿上的修补，而是重起炉灶，全面另行校注。校注工作开始后，我

们选择以陇县档案馆存藏的 《陇州志》木刻本为底本，参阅陇县图书馆馆藏

《陇州志》、台湾影印本 《陇州志》，择善而从；同时确定了忠于原著、纠错勘

误、释疑解惑、理顺条理四大原则。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校注 《凡例》，对校注

本的编排、分段、断句、标点，繁简字转化和俗字、错讹字、通假字、假借字

的处理，出校的主要内容，附图的运用，校注依据的图书资料等，都做了明确

的规定。

古籍整理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对旧志进行规范科学的全面校注，于陇

县及校注者而言是首次也是全新的工作。２０１６年４月至当年１０月间，校注者

反复研修古籍及方志整理方面的理论、规程、程序，钻研国家、省、市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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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陇州志》校注本

门的旧志校注规范要求；反复阅读 《陇州志》文本，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

善原来拟定的 《凡例》。为了保证校注质量，加快校注进度，《陇州志》校注

采取分工协作的方法进行。张宝林校注 《首卷》、撰写 《前言》，并负责版式

设计；王会林校注卷一 《方舆志》、卷二 《建置志》、卷三 《田赋志》；顿鹏贵

校注卷四 《官司志》、卷五 《选举志》、卷六 《人物志》、卷八 《祥异志》；王

会林、顿鹏贵合校卷七 《艺文志》；《凡例》《后记》由张宝林、王会林、顿鹏

贵协商拟撰。校注的前期组织领导工作由县档案局局长景小玲、副局长杨全福

负责，后期由继任局长王志玮、副局长时勇负责。校注工作依据 《凡例》，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对全志进行分段、断句、标点。第二步是对古字、俗字、

错讹字、通假字、假借字、异体字、人物、地名、星野、职官、科举制、爵位

制、铨选制、帝王纪年、干支纪年、文献、典故、史实、生僻字词、文言虚词

（字）、特殊语句等予以出校注释。其间，校注者反复查阅能够找到的各种资

料，终日与书山为伴，对疑难问题不断进行会诊研讨，各抒己见，反复斟酌，

直到出注内容准确无误方才罢休。其中的酸甜苦辣，非亲躬者，难知其味。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陇州志》校注基本成型后，即交于陇县新华印刷厂，当

月清样排成。翌月中旬，县档案局 （县志办）将 《陇州志》校注稿样本呈送

陕西省方志办，交市县志处处长张世民审阅，并邀请其为之作序。自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起，于 《陇州志》校注稿由省志办审稿期间，三位校注者对各自校出的

《陇州志》初稿再次进行逐段、逐句、逐字的斟酌推敲，匡正了分段、断句、

标点、用字，核改了一些史实、人物、地名，增加了出注，补齐了空缺，修改

了版式。２０１７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陇州志》校注稿全面脱稿，《陇州志》

校注也算是陇县档案局 （县志办）和校注者献给新年的一份贺礼吧！２０１７年１

月起，校注者采用交换审改的方法，对 《陇州志》校注稿进行了全面审改。

张宝林审改王会林所校部分，王会林审改顿鹏贵所校部分，顿鹏贵审改张宝林

所校部分。２月底，书稿交换审改完毕。与此同时，县政府采购办公室于２０１７

年２月主持议标，决定 《陇州志》校注本由西安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当年春节过后，书稿交由印刷厂排版；同月，县档案局 （县志办）与三秦出

版社达成协议，《陇州志》校注本由该社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西安建明

工贸公司将 《陇州志》校注本清样交于陇县档案局 （县志办），张宝林、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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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顿鹏贵三位校注者即再次对清样予以审改校对，张宝林审校顿鹏贵首校部

分，王会林审校张宝林首校部分，顿鹏贵审校王会林首校部分，审校工作于月

底全面结束，校注班子宣告解散。２０１７年４—６月，三秦出版社对 《陇州志》

校注本进行了全面审稿。２０１７年７月，《陇州志》校注本出版发行。《陇州志》

校注过程中，陇县政协原副主席、 《陇州志》总校李秉文，县档案局局长、

《陇州志》校注审校王志玮，县档案局副局长、《陇州志》校注审校时勇，分

别对 《陇州志》校注本进行了审稿。在 《陇州志》校注过程中，云西平为校

注本彩页拍摄了照片，刘歆珉题写了书名，姚玉泉为封底绘制了 《陇州土地祠

牌楼》插图，阎旭鹏为封底篆刻了印章，牛殷石为扉页绘制了 《陇州城北城

墙》插图；省志办张世民处长撰写了序言，三秦出版社景菲对全书予以审稿并

进行了终校，西安建明工贸公司对本书进行了精心排印。值 《陇州志》校注

本出版发行之际，我们诚表谢意！

中共陇县县委、陇县人民政府对 《陇州志》校注工作十分重视，县委主

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经常过问校注进度及存在问题。县政府赵甲宏县长多次倾听

校注汇报，在经费上给予保证且为之作序；分管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副县长赵强

对校注工作进行了指导与协调，保证了校注工作的正常进行。

校注 《陇州志》，是一项功在当今、惠及后世的工程。在 《陇州志》校注

本即将出版之时，我们对曾经在 《陇州志》校注中担当过组织领导工作和探

过路且已作古的原县志办主任马开先及校注人员闫存正、朱文柏、王春和老先

生表示敬意，对参与组织领导过二次重校工作的原县档案局局长高巨乾及重校

者雒继立、何进喜、王峰表示谢忱，对启动本次 《陇州志》校注的原县档案

局局长景小玲、副局长杨全福以及一切支持校注工作的各位领导、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感谢！

《陇州志》校注过程中，我们可以说是倾尽智慧、知识、体力，调动了能

够利用的各种资源，但受制于时间紧、资料缺、经验少，加之校注者水平有

限，缺憾、失误甚至错讹在所难免，我们诚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在今后

的修订中进一步完善臻美。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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