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山东泉志的纂修及价值略论 ①

周广骞

　　提　要：山东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山东中部泉脉为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重要补给水源，也是明代
山东运河治理的重点。自明代中期起，山东泉志的纂修逐渐增多，其纂修者多为工部主事等基层官员，所修泉

志包括泉河图、管泉衙署、泉源设施、泉河夫役等内容，保存了大量第一手基础文献，在了解泉脉水文水况、

研究治泉管理制度、整理山东泉脉文献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对深入开展山东运河相关研究、加快山东运河

文化带建设，也具有较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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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即成为我国漕粮运输、商品流通、人员流动的重要通道。特别是自

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对粮食等物资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与元代

漕粮以海运为主不同①，明永乐中，“增置浅船三千余艘，设徐沛沽头、金沟，山东谷亭、鲁桥

等闸。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②。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国家百费岁亿

万，不得不赖漕”③。运河在保证明帝国统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受自然、水文等客观因素影响，山东境内的京杭运河通航条件相对较差。其一为山东运河呈

南北走向，且以济宁南旺地势最高。“自南旺分水，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南至镇口

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④ 为节蓄河水，保持水位，明代自南旺至临清设闸２１座，自南
旺至镇口设闸５４座，形成了山东运河闸坝林立的 “闸河”特色。其二为山东地处大陆性季风气

候带，降水总量较少，且时空分布不均，山东段运河遂 “资汶、、泗水及山东泉源”⑤，高度

依赖山东中南部丘陵地带泉水。山东泉脉虽多，“始得名者百数十，已更以数百计”，但诸泉兴

废无常，“乃倏枯倏润，时废时修，虽莽易之殊报，亦沧桑之递迁”⑥，需要时加疏浚，以补给

运河水源，修治难度很大。正因如此，积极修治诸泉，保障运河水源，是明代山东运河畅通的关

键环节和山东河务官员的重要职责。伴随着明代山东引泉济运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明代山东泉志

也随之大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摸清明代泉志底数，并就其纂修情况及文献价值进行较为细

致的研究，即成为山东运河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具有较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　明代山东泉志纂修数量、时间及纂修者身份
山东泉志是山东运河专书的重要类别。现利用明代公私书目及相关文献记述，在摸清明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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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ＣＬＳＪ０６）阶段性成果。
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自元成宗大德六年 （１３０２）之后的２８年中，年运量有７年超过１００万石，１３年超过
２００万石，８年超过３００万石，而且 “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之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之七八”。终元之

世，一直以海运为主。

《明史》卷８５《河渠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标点本，第２０８２页。
傅维鳞：《明书》卷２１，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本诚堂刻本。
《明史》卷８５《河渠三》，第２０７８页。
阎镇珩：《六典通考》卷８１，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北岳山房刻本。
胡瓒：《泉河史》卷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本，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５４３页。





东运河专书纂修数量的基础上，对山东泉志进行细致考察与定量分析。

明、清两代所纂公私书目较宋、元大大增加，著录山东运河专书亦较多。其中以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著录最丰，凡４２种；永誽等 《四库全书总目》次之，凡１８种。此外，焦 《国

史经籍志》著录２种，张萱、孙能传 《内阁藏书目》著录８种，梅 《南雍志·经籍考》著录１
种，徐图 《行人司重刻书目》著录１种，陈第 《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１种，董其昌 《玄赏斋

书目》著录５种，徐 《徐氏家藏书目》著录３种，赵琦美 《脉望馆书目》著录１２种，朱睦
《万卷堂书目》著录６种，范邦甸 《天一阁书目》著录１种。去其重复，合计明代山东运河专书
共有６６种。其中山东泉志６种，分别为王宠 《东泉志》４卷、胡瓒 《泉河史》１５卷、张纯 《泉

河纪略》８卷、张文渊 《泉源志》４卷、张桥 《泉河志》６卷、徐源 《泉志》６卷，占山东运河
专书的９１％，所占比例较高，由此亦可见明代对山东运河泉源治理的高度重视。

笔者在明清公私书目著录６种山东泉志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历代方志等相关文献，对明代山
东泉志存佚情况再加梳理，共得山东泉志１３种，现列表如下：

表１　明代山东泉志存佚情况一览表

作者 书名 刊刻情况 著录情况 存佚

徐源 《泉志》６卷
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后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 ８《地理类》下，
《明史》卷９７《艺文二》①

佚

张文渊

《泉源志》４卷

《泉源志略》

《东泉百咏》

《东泉一览图》

《泉派目录》

《巡泉次序图》

弘治十二年

（１４９９）后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８《地理类》下 佚

晁? 《晁氏宝文堂书目》，唐煦春修、朱士黻

纂光绪 《上虞县志》卷３６《经籍》
佚

徐待聘修，马明瑞、葛晓车纂万历 《上虞

志》②；嵇曾筠纂雍正 《浙江通志》卷 ２４５；
李亨特总裁、平恕纂乾隆 《绍兴府志》卷７８；
郑侨修、唐征麟等纂康熙 《上虞县志》卷１９
《典籍志》；唐煦春修、朱士黻纂光绪 《上虞

县志》卷３６《经籍》

佚

唐煦春修、朱士黻纂光绪 《上虞县志》卷３６
《经籍》“东泉百咏”条注③

佚

同上 佚

同上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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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９７《艺文二》题 “《山东泉志》六卷”，作者亦题 “徐源”，当即 《千顷堂书目》所载之 《泉

志》。见 《明史》，第２４１６页。
李卫、嵇曾筠等修，沈翼机、傅王露等纂雍正 《浙江通志》卷２４５；李亨特总裁、平恕纂乾隆 《绍兴府志》

卷７８均著录 《东泉百咏》，并注：“万历 《上虞志》，张文渊撰。”雍正 《浙江通志》，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修，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刻本；乾隆 《绍兴府志》，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唐煦春修、朱士黻纂光绪 《上虞县志》〔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刻本〕卷３６《经籍》“东泉百咏”条注：“张
文渊撰…… 《泉源志略》手卷一、《碑》一、《东泉一览图》一、《泉派目录》一、《巡泉次序图》一……

其所作诗都为一集，每一泉作七律一首，曰 《东泉百咏》。”



（续表）

作者 书名 刊刻情况 著录情况 存佚

王宠 《东泉志》４卷
正德五年

（１５１０）

朱睦 《万卷堂书目》卷２，晁? 《晁氏宝文

堂书目》，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８《地理
类下》，《明史》卷 ９７《艺文二》，徐乾学
《传是楼书目》卷６①

存

张桥
《泉河志》

６卷②
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后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 ８《地理类下》，
《明史》卷９７《艺文二》，钱曾 《述古堂藏书

目》卷４

存卷

１—３、
卷６，
凡４卷③

张纯
《泉河纪略》

８卷④

隆庆三年

（１５６９）
清风堂刻本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８《地理类下》，赵
用贤 《赵定宇书目》，赵琦美 《脉望馆书目》，

《明史》卷９７《艺文二》，钱曾 《述古堂藏书

目》卷４，钱曾 《也是园书目》卷３

存

张克文 《续泉河纪略》 隆庆五年后 胡瓒 《泉河史》卷１３⑤ 佚

张文奇《重修泉河纪略》
万历五年

（１５７７）后
胡瓒 《泉河史》卷１３⑥ 佚

胡瓒 《泉河史》１５卷
万历二十七年

刻清顺治四年

增修本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８《地理类下》，孙
能传、张萱等 《内阁藏书目录》卷７⑦， 《明
史》卷９７《艺文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７５，嵇璜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１７０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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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刘氏味经书屋抄本〕卷６：“《东泉志》四卷，明王宠，二
本；又一部。”

参见钱曾：《述古堂藏书目》：“《泉河志》，十卷五本。”钱曾 《也是园藏书目》卷３：“《泉河志》，十五
卷。”均与 《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异。

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简目》 （初稿），１９７６年，
第１１１页。
参见 《泉河纪略》，卷数据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此外，赵用贤 《赵定宇书目》：“《泉河纪略》四本。”未标

明卷数。赵琦美 《脉望馆书目》：“《泉河纪略》，四本。”均未标明卷数。钱曾 《述古堂藏书目》：“《泉河纪

略》，四卷四本。”《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泉河纪略》，七卷，图二卷。”所录均非８卷。
参见胡瓒：《泉河史》卷１３：“张克文，已见表，所撰有 《续泉河纪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２２２册，第６６２页。
参见胡瓒：《泉河史》卷１３：“张文奇，已见表，尝重修 《泉河纪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２２册，第６６２页。
参见孙能传、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卷７：“《泉河史》，五册全。万历间工部郎中胡瓒著。”未题卷数。
《内阁藏书目录》，东武刘氏味经书屋抄本。



由上表可见，目前查阅到的明代山东泉志凡１３种，其中存世４种 （包括残本１种）、亡佚９
种。纂修最早者为徐源于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后所纂 《泉志》６卷，存世最早者为王宠于正德
五年所纂 《东泉志》４卷。此后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续有纂修，由此亦可见泉源修治在山东运
河河工及漕运方面的重要地位。山东泉源修治类专书可考者最早纂修于成化朝，与自成化朝起官

方运河管理体系的完善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自明初永乐中重修，改引汶水自南旺分流南北，并

广开河东诸泉济运，运输较元代通畅，漕粮主要由运河北上，京杭运河遂成为南北水上交通大动

脉。而实际河道的整治、堤坝的修筑、涵闸的设置、水源的开辟，漕运制度的完善，管理法规的

修订，绝大部分是到成化、弘治时才完成的。各级治河保漕官员是运河修治的主要推动者与主持

者，就高级官员而言，明代总督河道 （简称 “总河”）始设于明宪宗成化七年 （１４７１），以刑部
左侍郎王恕充任，负责修治漕运河道，并 “限以三年，务底成绩”①。尚属临时派遣，事毕而

还。至武宗正德四年河北刘六、刘七起义爆发前夕，为确保漕船安全，方以都御史总督河道，后

得以陆续节制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三司官员，加工部侍郎衔，提督军务，节制山东、河

南、南北直隶各兵各道，以确保 “河道安流，粮运无误”②。就中下级官员而言，自成化七年开

始，增设工部郎中，分理部分运道。万历初，则正式确立起由工部都水司四员郎中分理河道的管

理体制。其中，北河郎中驻张秋镇，掌静海至济宁之卫河与会通河河道；中河郎中驻吕梁，专治

徐、淮河道，后又增管?河，兼理徐、吕二洪。郎中下设临清、济宁、南旺、沽头、夏镇、宁阳

等处主事，具体负责所属河道或工程的管理。

总体来看，总理河道、工部郎中、工部主事三级治河职官体系在万历初确立下来。中下级治

河官员治河职责专一，成为山东泉志的纂修主体。今将山东泉志纂修者列表如下：

表２　山东泉源治理类运河专书纂修者一览表

书　名 纂修时间 纂修者 纂修时所任职务

《泉志》６卷 成化十一年后 徐源 工部都水司主事③

《泉源志》４卷 弘治十二年后 张文渊 工部都水司主事④

《东泉志》４卷 正德五年 王宠 工部都水司主事⑤

《泉河志》６卷 嘉靖三十九后 张桥 工部都水司主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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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实录》卷９７，“成化七年十月乙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校勘本，第１８４５页。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１，“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影印本，第６７页。
吴宽：《匏翁家藏集》〔正德三年 （１５０８）吴刻本〕卷４４：“《山东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
友徐公仲山 （仲山为徐源之字）官水部时，治泉而修者也。”

徐待聘修，马明瑞、葛晓车：万历 《上虞县志》 〔万历三十四年 （１６０６）刻本〕卷１８记述张文渊生平称：
“张文渊，弘治己未进士。初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尝引导东川，以疏河流，有功漕运。迁兵部武选司，遭逆

瑾用事，乞恩致仕。正德辛未起用，不就。甲戌，升南京礼部郎中。未几，丁内艰，遂不起。谈经授徒，

豪杰景附。”

徐宗修、许翰纂：道光 《济宁直隶州志》〔咸丰九年 （１８５９）刻本〕卷６：“王宠，字仲锡，南直歙县人，
正德戊辰进士，四年以都水分司驻济宁……所著有 《东泉志》《济宁闸河志》四卷。”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纂：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１９４９年铅印本）卷７２《艺文考二》称：“《泉河志》，
明张桥撰。桥，字衡如，昆明人。嘉靖己未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宁夏兵备佥事。”



（续表）

书　名 纂修时间 纂修者 纂修时所任职务

《泉河纪略》８卷 隆庆三年 张纯 工部都水司郎中①

《泉河史》１５卷 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 胡瓒 工部都水司主事②

由上表可知，上述６种明代山东泉志的作者均为工部都水司主事或郎中。他们身为直接办理
泉务的基层官员，对山东泉源的重视程度颇高，且负有疏浚、修治泉源之责，遂积极纂修泉志，

以保存泉河资料、不负浚泉职守。总体来看，明代中后期山东泉志纂修较多，这与明代中后期地

方志等地方文献纂修逐渐增多的趋势是一致的。包括泉志在内的各类志书的大量修纂，助推了明

代中后期重视各类志书纂修的时代风气，体现出明代朝廷鼓励、推动修志的引导作用和各级地方

官员在地方文献纂修上的主体地位。

二　山东泉志主要内容与实用性
明代山东泉志内容丰富翔实，对山东泉源治理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论述。这些记述侧重于摸

清山东泉志的数量及分布，对治泉管理机构之沿革脉络及治泉文献的搜集存录尤为详悉，显示出

较强的实用性色彩。现就存世四种明代山东泉志的内容列表如下，以作具体分析。

表３　明代山东泉志记述内容一览表

记述内容
胡瓒

《泉河史》

张纯

《泉河纪略》

王宠

《东泉志》

张桥

《泉河志》

治河、治泉

概略

卷 １（历代治
河）；卷２（漕
河诸考）

卷 １（总论
山 东 河 流、

泉源通考）

卷１（《禹贡》选
录、转 漕 脉 络、

山东河漕概况及

沿革）

泉河图

卷１《图纪》（《泉河总图》
《闸河图》《汶河派图》

《济河泗河派图》《新河派

图》 《沂河派图》及各县

泉图）

卷首 （《闸河

图》《泉源图》）

卷２、卷３
（各泉图纪）

卷２（漕河图考）；
卷３、卷４（各州
县泉 源 山 川 图

迹）；卷 ５（南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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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纯，字硕恒，福建漳浦人。明嘉靖四十四年 （１５６５）进士，隆庆四年 （１５７０）任工部都水司郎中，遂撰
此书。其同年友、前任都水司郎中涂渊 （隆庆二年、三年任）颇为推许，并加校正，且捐俸谋刻于清风堂，

以广布天下。

参见胡宗绪增注：《禹贡备遗》〔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刻本〕卷首 《胡文敏公本传》：“胡瓒，字伯玉，桐城

人，进士，效才之子也。登万历二十三年朱之蕃榜进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南旺。自北河而南，凡

五差，兼督泉闸……在事二年，足迹几遍齐鲁，与河使者侍郎刘东星往复论难，著为 《泉河史》十五卷

上之。”



（续表）

记述内容
胡瓒

《泉河史》

张纯

《泉河纪略》

王宠

《东泉志》

张桥

《泉河志》

管泉衙署、官

制沿革、职官

表；治河人物

传记

卷２《职制志》 （管泉官
制之变化）；卷 ５《职官
表》（宁阳分司、济宁分

司、南旺分司之历任职

官）；卷 ６《职 官 表》
（泉司所属、闸河所属之

历任职官）；卷１２《宫室
志》 （泉河衙署建置）；

卷１３《人物志》（历任重
要泉河官员传记）

卷 ４（泉司姓
字、职掌）

卷 １（衙署
及 官 员 名

录）

卷 １（衙署建置
及官 吏 题 名）；

卷５（公署）

泉源数量及分

布详细情况

卷３《泉源志》 （逐县列
举泉河情形）；卷 ７《泉
源表》（分列汶河派、济

河派、泗河派、新河派、

沂河派泉名）

卷 ３（诸泉分
派）

卷 ２、卷 ３
（分述所辖

各泉情形）

卷２（七十二泉、
百脉泉考；济青

兖三府诸泉总考，

分水派，天井派，

鲁桥派，沙河派，

邳州派）；卷 ３、
卷 ４（各县泉源
分布）

泉河设施情况
卷４《河渠志》 （记述运
河河道及闸坝等设施）

卷 ５（南旺上下
闸，寺 前 铺 闸，

开河闸，袁家口

闸，靳家口闸）

泉河所经地域

政区、山川等

情况

卷８《疆域志》 （运河所
经各县之地貌、古迹名胜

等）；卷 ９《山 川 志》
（与泉河有关之山川）

泉河夫役情况
卷１０《夫役志》（各州县河
闸夫数、各州县泉坝夫数）

１３明代山东泉志的纂修及价值略论



（续表）

记述内容
胡瓒

《泉河史》

张纯

《泉河纪略》

王宠

《东泉志》

张桥

《泉河志》

泉河相关祠祀

情况

卷１４《秩祀志》（泉河庙
祀）

卷５（祠宇）

泉河治理文献

辑录

卷 ５（河防圣
谕 及 奏 疏）；

卷 ６（元明两
朝河纪碑文）

卷 １（漕河
禁例）；卷４
（艺文汇编）

卷 １（禁例、札
付）；卷 ６（碑
文）

由上表可见，明代山东泉志篇幅和结构虽有不同，但总体来看，其记述内容涉及山东泉源的

各个方面。概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泉河图。上述４部专书均绘有泉河图，且大多列于书首。有的较为简略，如张纯 《泉

河纪略》卷首仅有 《闸河图》《泉源图》；有的则较为详细，如胡瓒 《泉河史》卷１为 《图纪》，

详细绘制了 《泉河总图》《闸河图》《汶河派图》《济河泗河派图》《新河派图》《沂河派图》及

各县泉图。其中 《泉河总图》以写意绘图的形式，将济运泉源与汶河、泗河、运河等河流及相

关州县作了清晰的标注，各泉派基本情况及泉、河、闸、城等的相互关系亦非常完备，可以据此

了解山东泉源的概貌。此图与下面各泉派图及各州县泉图为总分关系，具体细致信息标注于相关

分图之中，有助于直观了解山东泉源概貌及与运河的关系。明代方志卷首多有疆域图、道里图、

衙署图等，而泉志多绘有泉河图，一方面为记述泉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方志对泉志的直

接影响。

（二）管泉衙署及官制沿革。明代山东泉志往往对管泉衙署有详细的记述。如张桥 《泉河

志》卷１记宁阳都水分司 “在宁阳县按察分司之左”，并记述其格局称：“正厅三间，抱厦三间，

耳房三间，后堂五间，中房五间，寝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厨房二间，大门三间，二门三

间，东书房三间，东泉亭二座，正厅三间，南房三间，门楼一座。”① 据此，可以详细了解嘉靖

中宁阳都水分司的建筑格局。胡瓒 《泉河史》卷首载 《宁阳分署图》，直观绘制宁阳分司格局，

可与 《泉河志》所载相互印证。其卷首所绘 《泉林行署图》，保存了明代泉林衙署的面貌。而

《山东全河备考》卷３《职制志》记述泉林行署称：“外为门，为仪门，为正厅，为退寝，各五
楹，前后东西厢各三楹，门以外为导源国脉坊，署之左为观泉亭……为有本亭……为原泉亭……

逾河相望为玉淙亭。署之东为林壑深秀坊，为海岱名川坊。又北直署之后有亭跨泉上，而缭以

垣，曰浮槎亭。”② 亦可以相互印证。《泉河史》卷５《职官表》分上中下三栏，依次胪列宁阳
分司、济宁分司、南旺分司职官表，详记官员姓字、籍贯、功名及任职时间，内容详备。据此，

不仅可以了解各管泉机构设置及裁革情况，而且可以横向比对某一时段三分司职官情况，对查考

山东泉源治理官员任职情况及生平梗概亦颇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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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桥：《泉河志》卷１，嘉靖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刻本。
叶方恒：《山东全河备考》卷３，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刻本。



（三）山东泉源及相关设施。泉源数量及其分布为山东泉源治理专书的记述重点。王宠 《东

泉志》凡４卷，其中卷２、卷３记述各泉源情况，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泉河史》卷３《泉源志》
以州县为单位，将涉及山东泉源的二十州县分别记述，如其记 “新泰县”泉源称： “其泉旧十

三，新十二，凡二十五。”对各泉均列其名称，并记述其方位流向，对有价值的相关诗文文献，

也多加移录。如其 “太公泉”条首列泉之方位：“距县东北四十里，地名太公峪，出沙土中，东

南五里入小汶。”继又移录主事胡瓒诗称：“灵源泄汶水，传说在山隈。里名仍旧迹，地脉喜新

开。泉涌珠池迸，流从银汉来。我欲乘槎去，飘然上钓台。”① 对太公泉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

有助于增加对泉源的直观认识。除直接记述泉源外，山东泉源治理专书还记述了与大量与泉源有

关的河工设施。如张桥 《泉河志》卷５记述了南旺上下闸、寺前铺闸、开河闸、袁家口闸、靳
家口闸的规制，对了解与山东泉源关系密切的运河闸坝情况亦颇有助益。

（四）与泉源浚治有关的原始文献。山东泉志保存了大量与浚泉引水有关的原始文献。这些

文献主要以诗歌散文为主，主要有两种存录方式。其一是作为记述某项内容的辅助材料，存录与

相关条目之下，除上文所举 “太公泉”条移录胡瓒诗外，再如胡瓒 《泉河史》卷３《泉源志》
“泰安”条记 “木头沟”泉，并录主事张文渊诗：“千里澄沟映碧空，穿岩越壑溅溟。翠围新

甫千章柏，玉立徂徕几树松。沮洳影纷虬干乱，郁葱阴动石根通。东人莫道闲无用，排决终成济

世功。”② 此外，张纯 《泉河纪略》卷６收载元明两代泉记碑文，王宠 《东泉志》卷４为艺文汇
编，亦保存了不少与泉源有关的记文。如 《东泉志》收录 《疏凿泉林寺泉源记》 （汤节）、《黄

良泉记》（顿举）、《泗水县观泉记》 （未题名）、《东泉亭记》 （李承祖）、《宁阳都水分司记》

（徐源）等，均为记述山东泉源治理的第一手资料。

上述山东泉志的纂修者，同时亦为负有泉源浚治之责的工部中下级官员。他们纂修泉志意在

存史资政，有明确清晰的现实导向，这也成为山东泉志实用性较强的主要原因。

第一，山东泉志纂修者对山东泉源济运的重要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作为工部主事或郎中，

他们大多熟悉山东泉脉情况，对泉水接济山东运河水源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的理解。如张桥在

《泉河志序》中对京杭运河诸段进行了对比，“漕渠若江、淮、卫、白之水，源远而流长，故无

事于泉”。而 “会通河受汶、泗、沂而成，近泉之委润者不计焉”。汶河、泗水、沂河等山东主

要河流水源均为泉水，“是故泉涓涓甚微，合十余为沂，数十余为泗，百数十余为汶”。特别是

“汶故入海，遏至南旺而中分之。其北流者迳会卫、白，其南流者合沂、泗以会江淮，故东郡诸

泉又会通之命脉也”。在分析山东泉源对济运的作用后，他明确指出：“然则分水之于漕渠，讵

不谓尤重与？”③ 胡瓒亦认为：“山东之泉，或穴于地中，或原于山下，为川为泽……顾散横弥

漫，徒委之江海之壑，亦何所利焉？自会通河成，而涓滴皆为国家助也。”④ 王宠更明确指出，

山东虽然有汶河、泗水、沂水济运，但 “山东诸泉据其上流，又漕河之命脉也”⑤。其论述均切

中肯綮，显示出对山东泉源济运重要性的清晰认识。

第二，山东泉志纂修者对所负浚治泉源、保障山东漕运的职责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朝廷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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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瓒：《泉河史》卷３《泉源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５４３页。
胡瓒：《泉河史》卷３《泉源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５４４页。
张桥：《泉河志》卷首 《序》，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胡瓒：《泉河史》卷３《泉源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５４３页。
王宠：《东泉志》卷首 《序》，“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９年影印
版，第７册，第７７６页。



东泉源济运非常重视，吴宽 《蛇眼泉记》称：“方其从事于斯，历旷野，入重山，可谓天下之至

劳。及功之将毕，视其溢然沛然，济河渠，载食货，以给国用，亦可谓天下之至乐。”① 朝廷为

保障泉源，设立专职，“河既成，特设一行河使者专督之，盖其重哉”。即是因为 “泉，涓涓耳。

集之为漕，又南北析注，饷艘万二千有奇，衔尾穿天井过也。非竭力疏排之，不足以润”。显示

出工部官员对所负浚泉保漕职责的自觉认识。正因如此，治河官员对实地勘察、了解泉源情况非

常重视，“泉脉之微大，水势之顺逆，沟渠之流滞，坝堰之坚瑕，与夫疏浚蓄泄之异宜，非履

之，固不得而知；非知之，固不得而述”②。这是由工部治泉保运之责所决定的，同时也保证了

治河官员所撰泉源治理专书更加切于实用。

第三，山东泉志纂修者对记述浚泉故实、保存泉源文献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治河官员在纂修

泉志时，往往有较强的存史意识。如对历任官员题名，往往多方搜罗。张桥 《泉河志》卷１称：
“因思前人之功，而叹文史之尚湮也。于是裒采永乐设官以来，迄于今日，凡分司于兹者，得通

政一人、郎中一人、主事四十有二人，题名于石，以垂示永久。”③ 即显示出保存浚泉史料的明

确意识。此外，治泉官员编纂泉河文献，往往对泉水等信息详加记述。胡瓒称：“其始得名者百

数十，已更以数百计。乃倏枯倏润，时废时修，虽莽易之殊报，亦沧桑之递迁。”可见，治泉官

员之勤惰，往往直接影响泉源之兴废。因此胡瓒 “既别为分派，而又详其道理次第，著于篇，

俾尽力沟洫者有所考焉”④，将泉源情况详加记述，并保存于泉源文献之中，作为后世治泉之依

据，体现出对泉志文献的高度重视。

三　山东泉志文献的独特价值
山东泉志是一类较为特殊的专志，它与山东泉源济运密切相关，保存了大量他书所不载或语

焉不详的文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是山东泉志保存了大量明代山东泉源基础数据，有利于开展相关的定量化、精细化研究。

山东泉源数量众多，且枯荣不定，时有变化，山东泉志在记述泉源情况时，往往详加履勘，据实

记述。如工部主事张文渊自弘治十三年 （１５００）二月到任后，即 “身亲事事，而后有以得其

详”。他自汶上起，依次踏勘各县泉源。“为泉者百有八十，为里者三千八百五十有奇，为时者

三阅月”，并且 “亲摹之图，于图之左方各记相去之里数……将俾缘此而得其所考云。复缀之以

诗云：‘巡行三月始周遭，半宿民间半野蒿。莫道此官闲到底，十分中有五分劳。’”⑤ 正是因为

山东泉志中关于泉源的资料大多由亲自调查而来，可以据此了解明代某个时段的泉源情况。今以

不同泉志对肥城泉源记述为例，稍加说明如下。

张文渊记肥城县境内黄家泉、胡家泉、臧家泉、盐河泉、清泉凡五泉，其记 “胡家泉”称：

“距前 （按，即指黄家泉）二里，出平地沙土中，水深三寸，阔三尺，西南流二里，入盐河。”

记 “臧家泉”称：“距前一里，出平地沙土中，水深三寸，阔四尺，西南流一百余步入盐河。”⑥

保留了明弘治中二泉之水量、流向等方面的基础信息。此后约百年，胡瓒在 《泉河史》卷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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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志》中记述了万历二十七年前后之肥城县境内泉源称：“旧五，新四，凡九。”① 其所称 “旧

五”中，与 《东泉志》同载的有黄家、臧家、盐河、清等四泉，而 《东泉志》原载之胡家泉则

未见，当因年久湮塞。其新开之泉则有 “吴家、开河、拖车、马房”等四泉。据此则可考见百

年来肥城泉源变迁情况。明代山东运河专书多不以泉为记述重点，其对各县泉水记述往往较为简

略。如王琼 《漕河图志》卷２《漕河上源》仅在 “诸泉发源”条内称：“肥城县七泉俱入于汶：

咸水泉、董家泉、臧家泉、吴家泉、王家庄泉、清泉、新开臧家泉。”② 谢肇膌 《北河纪》卷２
《河源纪》在记述汶水源流时称：“汶之泉百四十又四……在肥城者九，曰黄家，曰吴家，曰臧

家，曰董家，曰盐河，曰开河，曰拖车，曰马房，曰清。”③ 王琼 《漕河图志》所记述大致为弘

治九年 （１４９６）前后肥城泉水情形，与 《东泉志》所记大致相合。谢肇膌 《北河纪》所记为万

历四十二年前后肥城泉水情形，与胡瓒 《泉河史》所记完全相合。但二书仅列泉名，而未加详

述，在山东泉源研究方面，尚不如 《东泉志》《泉河史》文献价值更大。

二是山东泉志保存了大量明代山东泉源诗文材料，有利于开展相关的文献辑佚、整理工作。

明代山东泉志内容丰富，资料性强，保存了大量明代与山东泉源有关的诗文作品。其中不少作者

并无专集传世，据山东泉志，可对相关诗文作品进行辑佚和整理。一是山东泉志保存了大量与治

泉有关的原始公文资料。如王宠 《东泉志》卷１全文收录 《暂管南旺札付》，即为明代管理南旺

闸的原始资料。此公文首先指出： “南旺南北二闸，以接汶水及泰山、莱芜诸泉，以济南北运

道，系是水泉总会，分派去处，最为紧要。”因屡有往来官豪擅开闸座，以致漕船、民船搁浅难

行。因此提出由宁阳工部主事兼管南旺闸务：

宁阳等处见有管泉主事一员在彼，合无闲常月日，仍在宁阳驻扎，往来提督，疏浚山东

各处泉源。每年三月以后，八月以前，粮运盛行之时，行委本官，前来南旺暂住，监临二

闸，庶舟楫得以通行，地方不无小补。行之一年，果有明效，方著为令，如不可行，仍旧

罢委。

此议经层层上报后，至弘治十八年 （１５０５），由工部尚书具题上报，“次日奉圣旨：‘是。’
钦此钦遵，拟合通行。为此合行札仰本职，总依本部题奉钦依内事理钦遵施行，须至札付者”④。

此公文保留了明代治泉公文的原始面貌，在相关文献整理与辑录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

此文明确记载了由宁阳工部主事兼管南旺闸的时间及管理方式，对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第一手资料。二是保存了大量与治泉有关的诗文作品。许多明代与山东泉源有关诗文的作者或为

各级治河治泉官员，或为当地士人。其诗文或未能结集，或未能收入集中，或其集后世散佚。其

诗文作品得以通过明代泉志保存下来，对于明代诗文文献的辑录与研究，具有较大的价值。如

《泉河志》卷３记述东平州境内泉源时，在 “独山泉”条下，录张公本诗：“路出城东面面平，

巍然天地见孤撑。已无竞秀千峰合，自有飞空一道鸣。高鸟尽头银汉落，长松杪末玉壶倾。沿流

望入青霄外，朵朵红云是帝京。”⑤ 张公本即张文渊，公本为其字。张文渊中弘治十二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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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任工部主事，官终南京礼部郎中。此诗记独山泉，既描绘了独山泉周围的地势，“路出城

东面面平”“已无竞秀千峰合”，而且对独山泉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由 “自有飞空一道鸣”

“高鸟尽头银汉落”，其对独山泉喷涌而出、水势急湍特点的描绘，可谓相当生动细致，完全可

在相关诗文辑佚时加以收录。

此外，山东泉志亦有助于纠正相关文献记述的错讹。如光绪 《肥城县志》卷１《方域》记
肥城境内泉源凡２６处，其 “拖车泉”条称：“顺治十五年，工部都水司主事命知县张希达立碑

志。”其 “马房泉”“董家泉”“盐河泉”“臧家泉”条称：“顺治十五年，工部都水司主事上虞

张文渊命知县张希达开浚，立碑志。”① 据王宠 《东泉志》卷２对张文渊浚治泉源的记述，再据
张希达曾于明弘治十三年修整肥城县城垣之经历②，可判断光绪 《肥城县志》中所称之 “顺治

十五年”当为 “弘治十五年”之讹。清光绪朝纂修县志，距明代张文渊浚治泉源已逾３００年，
后世修志，掌握资料不足，故会出现上述讹误，由此亦可见明修山东泉志在校正后出文献错误方

面，亦有独特的价值。

三是山东泉志保存了大量明代山东泉源传记资料，有利于开展相关人物志的编纂和完善

工作。明代山东泉志对治河官员生平记述较悉，为撰写明代治河人物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现以明弘治中工部主事乔缙为例，稍加说明如下。乔缙之生平事迹，在县志中记述较简。如

康熙 《宁阳县志》卷３《职官目次》之 “工部分司”条称：“乔缙，河南洛阳人，成化壬辰进

士，十六年任，累官四川右参议。”③ 嘉靖 《四川总志》卷 １《监守志》之 “参议”条称：

“乔缙，洛阳人，进士，弘治四年任，右。”④ 所记仅为梗概。而胡瓒 《泉河史》卷 ３《泉源
志》在 “龙斗泉”条下移录东平学正陈侃所作 《龙斗泉记》一文，对乔缙在工部主事任上疏

浚泉源之举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记述：“至龙斗泉，泉脉鼎沸，若两虬相击，其左右则皆翠羽之

木、龙鳞之石，下则一派南流，皎拖晶练，奔放纵激，寒洌清漾。于是顺势于自然，命官集

众，操锸备畚，浚源?流，决排壅塞，使由鲁沟入会通河。”又记述乔缙治理泉源之成效：

“乔君之治水也，凡得数百泉。而其远于郡邑者，皆令创亭驻节，以布水政。虽若细故，无?

于民，而使后之人不惮露宿，以浚泉源。其所?于漕运，以裕夫国计者实大，盖又非洒扫庭

内之比者也。”⑤ 据翻检所及，实以胡瓒 《泉河史》对乔缙此段记述为最早且详，具有较高的

文献价值。

泉志对治泉职官更迭也有详细记述，有的官员信息于他处未能考见，则泉志之价值因此更为

突出。如成化中曾任宁阳分司主事的梁明，张桥 《泉河志》卷１称：“字廷光，山西临汾县人，
丁丑进士。”⑥ 其生平以此处记载为最早。此外，山东泉志亦可为辨析治泉人物生平中的讹误提

供依据。如张桥 《泉河志》卷１载：“李清，字希宪，直隶上海县人。”⑦ 而胡瓒 《泉河史》卷

５则载：“李清，希献，上海人。”⑧ 则二者中必有一处讹误。再检万历 《湖广总志》卷６８《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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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１３载：“李清，字希宪，上海人，景泰甲戌进士。”① 据此则李清当字希宪，而此两种泉源
修治类专书的相关记载，为进一步查检传主籍贯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是山东泉志保存了较多明代山东泉志纂修信息，有利于梳理相关专书的纂修脉络。山东泉

源修治文献以山东泉河为论述对象，研究范围相对固定，较为晚出的文献往往大量采择、抄录较

早出现的文献，呈现出明显的累积性特色。其一是原本即缺少相关文献，治理泉河官员遂勇于创

始，积累原始材料。如王宠 《东泉志》卷２录工部主事张文渊之语称：“弘治十又三年春二月，
予奉命管理山东徂徕诸泉，既至宁阳之分司，即披阅旧牍，而欲率行其故事，然无片言只字之遗

存。”他认为 “身亲事事，而后有以得其详”，遂遍历泉源，“手亲摹之图，于图之左方，各纪其

相去之里数”②。其二是原有泉河文献残缺，治理泉河官员遂加补苴，并随时增加新内容。如吴

应宾 《泉河史序》称胡瓒纂修 《泉河史》，因 “河上之署三更，典籍散乱，慨然发奋，勒成一

书”③。张桥 《泉河志序》亦称：“乃阅成牍而剂量之，得新安王仲锡所编 《泉志》四卷……顾

书垂五十余年，字磨灭竟有不可辨识者。又载泉而略河，其间损益诸务往往龃龉，识者憾之……

余不自揣，乃稽论往牒，参互新移，及图、引、碑刻而纂次之，遂成六卷，更名曰 《泉河

志》。”④ 张文奇 《泉河纪略跋》称：“张君硕恒辑为 《泉河纪略》……张君宗质从而续纪之。”

但 “泉河建议，稍有添设，官夫沿革，颇多异同”，因此 “仍旧益新，庶司职掌、稽时事者无俟

劳求云耳”⑤。由此亦可见，山东泉志自张纯 《泉河纪略》至张克文 《续泉河纪略》，再至张文

奇 《重修泉河纪略》，呈现出随时补苴、逐步充实的纂修脉络，为整体把握山东泉志、了解其前

后相承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结　论
明代中后期山东泉志纂修较为频繁，存世资料较多，成为明代山东志书的突出特色。山东泉

志作为较为典型的专志，以山东泉脉的浚治为中心，涉及山东泉源济运的诸多方面，保存了大量

重要的泉水基础数据和与治泉有关的公文、诗作等原始文献，是明代山东运河研究的重要第一手

资料。明朝廷对山东运河的高度重视和明代中后期山东泉源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是泉志出现和

发展的直接原因。负有泉源浚治之责的中下级官员的积极参与，是山东泉志纂修的直接动力。这

些泉志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内容上逐步累积，呈现出结构愈加完善、门类愈加完整、内容愈加

丰富的趋势，显示出山东泉志前后相承、后出愈详的发展脉络，为山东运河相关研究，保存了大

量重要的基础文献，具有较高的价值。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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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学谟：万历 《湖广总志》卷６８，万历十九年 （１５９１）刻本。
王宠：《东泉志》卷２，“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第７册，第７９０页。
胡瓒：《泉河史》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５０６页。
张桥：《泉河志》卷首，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胡瓒：《泉河史》卷１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２２册，第６６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