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鉴与超越：弘治 《八闽通志》
关于科举内容的书写

张英聘

　　提　要：通过对现存宋元方志科举类目设置与内容记述的初步考察，探讨了弘治 《八闽通志》科举内容的

书写，指出该志在借鉴宋元方志基础上，是对前人成果的借鉴与超越。该志关于科举记述史料丰富，为后世方

志编修树立了典范，其后福建方志尤其是省志科举内容大多继承这一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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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采取分科取士的办法，这一制度始于隋唐时期，直

至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废止，历经１３００多年。科举考试为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为闽
人走出福建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唐代福建还处于开发阶段，这个时期虽然已有进士及第却

并不发达，宋代福建科举较为兴旺，登进士者 “约有七千余人，占宋代进士总数的五分之

一”①，至明清两代福建科举始终未曾衰落。在地方文献中，关于科举的记载，除了专门记载

某地区科举的原始文献如乡试录，根据原始文献裁剪而成的地方科举名录如举人名录和进士名

录等，方志中关于科举的记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②，是研究科举的重要文献。但是方志中科举

之设起于何时，其记述应包括哪些内容，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和记载。本文拟通过现存明以

前方志的初步梳理，进一步考察弘治 《八闽通志》科举内容的记述，以探讨该志对后世福建方

志编修的影响。

一　明以前方志科举内容书写
中国地方志编修起源较早，但隋唐以前方志仍在雏形阶段，至隋唐时期其主要形式是以

图经出现的，敦煌遗书中保存了８件，但均系残卷，不能窥其全貌。其中的 《沙州都督府图

经卷三》虽已有州学、县学、医学等事项的设置与记述③，却并未见科举一目或相关记载。宋

元时期方志流传下来的亦很少，福建现存仅为记述福州的淳熙 《三山志》。在现存宋代方志

中，南宋时都城临安三志是较为著名者，历经三次编修，由此考察可以窥其相关内容的因袭

与变化。

乾道 《临安志》在卷２并设学校与科举二目，但关于科举内容的记述极为简略： “旧
制，三岁应诏解七人。崇宁 （１１０２—１１０６）颁三舍法于学，岁贡七人。宣和五年，复科举，
三岁解十四人。绍兴二十六年，增西北流寓解额三人，今解十七人。”④ 所记主要涉及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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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解额及旧有的规定。至淳 《临安志》，在卷６《城府》之下的 “学校”类目中设

“贡院”一目，虽然在乾道 《临安志》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记载：“贡院，在钱塘门外王家

桥。淳熙十二年，府尹张公杓始建。旧制，三岁应诏解七人。崇宁颁三舍法于学，岁贡七

人。宣和五年，复科举，三岁解十四人。绍兴二十六年，增西北流寓解额三人，今解十七

人。端平元年，增解额为十九人。”① 但仍是时间和解额的记述，且该志沿袭前志内容，甚

至乾道时所记 “今解十七人”亦照旧抄录。咸淳 《临安志》按 “行在所录”和各府县分别

记述，“行在所录”以各中央机构记述为主，其中 “行在所录”之下设贡院，包括礼部贡

院、别试所，礼部贡院则重点记述了科举取士制度沿革及每次省试颁降御札、颁降榜首与姓

名。② 咸淳 《临安志》在各府县记述中亦设贡院一目，在前两志基础上记述了解额变化，其

所附 “诗文”有陈密学襄 《宴贡士》诗、苏东坡 《送进士》诗序，均反映了监视官试考与

宴请贡士的情形。又所附 “奏请”为苏文忠公轼 《奏起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状》，讲宋代

诗赋经义取士制度以及各地所专攻，如其中谈及其 “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

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说明当时福建士人

同当时大多数地方一样，科第以习诗赋者为多，因此该奏请朝廷 “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

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

后只许应诗赋进士举。……贴黄：诗赋进士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③。说明宋代以诗赋取士

的盛况。

之后宋人施宿等纂嘉泰 《会稽志》、张膗宝庆 《会稽续志》亦可考察相关内容，但设置的名

目却为 “贡院”，所记为贡院建置与取士制度及人数。至宋代高似孙纂嘉定 《剡录》，是在 “学

志”中设 “进士登科题名”④，记载了登科进士名录，登科的年份、榜首。乾道 《四明图经》，

所列有 “进士题名记”⑤，其排列先列哪一年哪一榜，之下再列是年是榜有何人，比较有意思的

是该志列举了相关人物的关系，涉及某父、某叔、某从叔、某子、某从子、某兄、某从兄、某

弟、某堂弟、某从弟、某侄、某从侄、某侄孙、某族。又有特科取士，如宋徽宗大观元年

（１１０７），曾立孝、悌、睦、姻、任、恤、忠、和 “八行取士科”⑥，即以此八种品行取士，还有

绍兴五年 （１１３５）的博学宏词科，为后世方志记述进士登科题名又提供了一个样本。宝庆 《四

明志》则在 “学校”之下设 “贡举”一目⑦，主要记述贡院的建置情况。至开庆 《四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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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见 “科举”之设①，与学校一目并列，其内容主要记述如何报其家人、拆号、授之甲头，以

及揭榜之后本府奖赏、庆贺之盛况。

元代科举取士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现存的元代方志中所记极为简略。如元延

《四明志》是在 “衣冠盛事”中记 “省元”“状元”“释褐状元”“武举状元”“童子科”，另

设 “进士”一目②，其设置与记述乃仿乾道 《四明图经》做法，先记哪一年哪一榜，再记何

人登第，所记仅从宋端拱二年 （９８９）至咸淳十年 （１２７４），亦涉及人物之关系、恩例、恩
科及个别年份试题，还有进士冒贯地区，从所附注以冒贯开封为多，反映了宋代科举冒贯的

情况。③ 元至正 《四明续志》是在 “进士”之外，另设 “中乡举”④，所记为延五年

（１３１８）以来至至元元年 （１３４１），所记进士中榜仅三榜，中乡举亦仅五个年份，比较符合
元代科举的实情。但从元代两部四明志所增加的内容考察，其对省元、状元、释褐状元的记

述对后世方志也有所影响，如进士设在 “人物”之下等。“进士”归于 “人物”之下，早淳

熙 《三山志》中就有，该志在人物之下设 “科名”⑤，再按唐、后唐、本朝记述，先记哪一

年哪一榜，进士记述姓名、字号、籍贯、等次、历官情况，个别年份开创制度之先或特殊事

项详尽记述。

由上所述，从隋唐时期图经到宋元方志，关于科举内容的设置与记述并不统一，但从上面

考察可以看出，宋代方志有此内容的记述且渐为丰富，当同宋代科举兴盛有很大的关系。从记

述贡院、解额到进士题名录、专攻诗赋或经义等，包括记述进士题名的一些基本要素，说明方

志记载吸收了隋唐以来登科录的内容，不过与登科录相比，方志记述相关内容的基本要素一般

较少，不过这也为元明清方志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样本，尤其是成书较早的弘治 《八闽通志》影

响较大。

二　明初至 《八闽通志》方志科举内容记述

明代方志发展步入兴盛时期，其体例设置与内容记述相较宋元时期更为规范，关于科举内容

入志亦不例外。然从明代前期方志考察，仅从科举内容入志的视角来看，也有逐步发展变化的过

程，但离不开宋元方志记述科举类目的基础。明朝初年的方志流传下来的不多，从洪武 《苏州

府志》设置来看，该志设 “贡举题名”，记述苏州 “自汉而下历宋元以及本朝设科取士之充登第

者”⑥，其下设 “诸科”，按照汉、吴、晋、宋、齐、梁、陈、唐，涉及科目汉有贤良科、有道

科、茂才科、孝廉科，吴有贤良科，晋有孝廉科、秀才科，宋齐梁陈有秀才科，唐有贤良科、秀

才科、明经科、制课、拔萃科、百篇科等。隋唐以后采取科举取士，选拔人才制度发生大的变

５１借鉴与超越：弘治 《八闽通志》关于科举内容的书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吴潜修、梅应发、刘锡等纂：开庆 《四明续志》卷１《科举》，魏桥、王志邦主编：《宋元浙江方志集
成》，第８册，第３６１３—３６１４页。
参见马泽修，袁桷纂：延 《四明志》卷６《人物考下》，魏桥、王志邦主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９
册，第４０８９—４１３２页。
参见谢威风：《宋代科举冒贯管窥》，《邢台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王元恭修、王厚孙纂：至正 《四明续志》卷２《人物》，魏桥、王志邦主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１０
册，第４５１６页。
梁克家撰：淳熙 《三山志》卷２６—３２《人物类》，《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馆”，第４８４册，
第３５０—４７９页。
卢熊撰：洪武 《苏州府志》卷１３《贡举题名》，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４３２号，第４９３页。



化，因此与 “诸科”并设 “进士”一，然隋唐时期所列却按照年份、主考官排列，再列该年登

第者，主考官身份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太常卿、谏议，以侍郎最多。宋代按哪一年哪一榜，

榜首何人，再记进士姓名、字号、籍贯、历任官职，有的记载以诗赋或者经义取士，甚至是习什

么经。元代科举取士有所变化，如 “浙东、浙西、江东、福建四道，应举人三年一次，赴江浙

等处行中书省乡试，取中者省解赴中书礼部会试，取中诣殿廷御试，授官分三甲有差，后用监察

御史成遵言，取乡试之义理详明、文辞通畅者列备榜，以授校官”①，因此元代列乡试、廷试、

备榜。明朝同宋朝所列，以哪一年哪一榜为序。从现存明初方志来看，洪武 《苏州府志》可谓

记述科举内容较为详明者。

除洪武 《苏州府志》外，现存较早的明代方志当属永乐时期所修志书，如福建有永乐 《政

和县志》，所设 “科举”“岁贡”二目②，“科举”记宋、元、明乡试及第者，明代下限至永乐

元年 （１４０３），其中宋代有五榜皆为正榜，元代仅一备榜，明代洪武时期有一正榜、一备榜，永
乐元年一正榜，说明洪武时还有 “备榜”一说，此亦后来的 “副榜”。“岁贡”则记宋、明时期

岁贡生，包括时间、姓名字号、所习本经、乡里籍贯。作为县志所记虽简，但却以 “科举”列

目，并记宋至明初乡试情况。

从省志编写来看，明代省志现存较早的有景泰 《云南图经志书》，其设置按照云南布政使司

各府州卫、长官司及元诗、元文、今诗、今文设置，在各府州卫之下 “人物”一目中有 “科甲”

人物。该志体例仿照宋祝穆 《方舆胜览》和 《大明一统志》，其后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亦仿

其例。《大明一统志》在明代前期，对志书编修影响较大，却仅有学校、书院，并没有系统的科

举一目，而学校、书院主要侧重记述建置。成化 《山西通志》是现存明代以 “通志”为名的省

志，其中亦是有 “学校”并附社学、书院内容，仅在卷四 “公署”目下记 “贡院”的范围、占

地多少亩、何时建成、厅堂多少间等③，并未涉及科举制度和取士情况。又据查明永乐十年

（１４１２）颁降 《修志凡例》， “学校”目规定 “学所出有何人物，与其学之规模、制废、斋堂、

射圃，并收录之”④，而在 “人物”目下提及 “科第”人物。而在永乐十六年颁降的 《纂修志书

凡例》中，在 “学校”一目亦仅提及 “学官、科贡人才并详收录”⑤。但这两个规定对科举内容

如何记述没有相关要求，因此在所见明代前期一些方志，对科举内容的记述并不像其他类目那样

规范。

弘治 《八闽通志》成书于弘治初年，是明代所修第一部福建通志，也是第一部福建全省

性的通志。该志共８７卷，其中从卷４６至卷５７是关于科举的记述，有１２卷的篇幅，约占全书
１４％，其在科举类目的设置与记述上内容较为丰富，在全志记述中占据重要分量。相比较之
前方志记述科举而言，《八闽通志》在促进方志记述科举内容方面，是有贡献的一部志书，该

志的记述不仅反映了福建科举人才的繁盛，而且是对宋元以至明初方志记述科举内容的借鉴

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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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熊撰：洪武 《苏州府志》卷１３《贡举题名》，“中国方志丛书”，第５４２页。
参见黄裳、郭斯篨修纂：永乐 《政和县志》卷１《县学》，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福建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２８页。
参见李侃、胡谧纂修：成化 《山西通志》卷 ４《公署》，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７４册，
第８９页。
李思阅修洪一鳌纂，李世芳增修、易文增纂：嘉靖 《寿昌县志》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 （１５６１）
刻，万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增刻本。
王深督修、吴宗器等编纂：正德 《莘县志》卷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５年。



《八闽通志》在选举志之下设设科第、岁贡、荐辟，记述了选拔人才的制度，而以科第记述

最多，各个目之下均按府排列。科第记述按时间排列，先列科第年份与状元姓名，其下记进士姓

名、字号、籍贯、历任官职，还包括武举，科举制度有变化者详记，入志人物用互见标注。在人

物志中有记载的著名 “见 《人物志》”，没有入 《人物志》的，对一些特殊事项包括人物的关

系、通过什么途径及第都一一记载，还有一些考证。如以福州府唐代为例，共有２７榜进士３３
人，其中乾符五年 （８７８）孙渥榜陈蜀，记载其为 “闽县人。按宋刘若虚尝为陈淑作 《唐登科

记》，历考旧志，无陈淑之名，盖即蜀也”①。光化三年 （９００）庚申裴格榜，记载翁承裕 “福清

人。按 《莆阳志》，承裕于是年明经释褐，而 《寰宇志》以为裴格榜进士，恐误”②，对不同记

载进行核实并予以纠正。对于制度上的变化，也一一注明。如宋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癸未王世
则榜，“是榜赐同进士出身分为三甲，殿试分甲自此始”③。又淳化三年 （９９２）壬辰孙何榜，
“是榜糊名考校分五等，上三等赐及第，余赐出身并赐儒行篇”④；咸平元年 （９９８）戊戌孙仅
榜，“是榜始为小录，用绫谓之金花，贴于卷首，载知举、年甲、行第、家讳、私忌，登科人大

书姓，小书名”⑤。《八闽通志》关于科举的记载可谓集大成者，其记载远远超越福建一省，梳

理了隋唐开科举制度以来的变化。

三　《八闽通志》对后世福建方志编修之影响
《八闽通志》对科举内容丰富的记述，这与福建在科举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八闽通志》

在选举志 “科第”序中记载：“闽自唐神龙以后，举进士、举明经者接踵而起。宋兴，闽八郡之

士取名第者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元诸

郡之志缺而不修，仅见一二，至我朝而复盛，等科第、膺荐辟者，后先相望，而郡县每岁所贡士

又不可胜计焉。是固山川清淑之气所锺，抑亦国家文教渐渍之深而然也。虽然，朝廷设选举之

法，所以待豪杰之士也，前之列名于是者，豪杰之士盖彬彬矣，后之来者尚思所以继其芳躅而无

愧哉。”⑥ 这也说明 《八闽通志》记述科第的目的。

《八闽通志》对宋元以来方志记述科举内容的整合及超越，是该志成为明代前期记述科举内

容最丰富者，这对福建同一时期或以后方志编修均有所影响。如稍晚于该志的弘治 《长乐县志》

《将乐县志》《兴化府志》都较为重视科举的记述，《长乐县志》专设 “选举”１卷，设进士、举
人、岁贡、荐辟⑦；《将乐县志》专设 “选举”１卷，下设乡举、进士、特科、童科、武举、岁

７１借鉴与超越：弘治 《八闽通志》关于科举内容的书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之４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福建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下册第４２页。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之４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下册
第４２页。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之４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下册
第４３页。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之４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下册
第４３页。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之４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下册
第４３页。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之４６，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下册
第４１页。
参见刘则和、潘援修纂：永乐 《长乐县志》卷４《选举》，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



贡、门荫、荐辟、吏职①；《兴化府志》亦为黄仲昭纂，在 “礼纪”下设 “科目”３卷，“科目
三”下设 “国朝科举：乡试称举人、会试称举人、廷试称进士”，记述明朝科举制度和选拔程

序；“礼纪”下又设 “岁贡”，内容包括 “府学岁贡、县学岁贡正例、卫学岁贡新例，选贡，年

例贡杂例，荫叙近例”，记述了岁贡入监以及纳粟、荫叙等其他入监形式②，两卷都记述了有关

人物的姓名、字号、籍贯、历官以及相关人物的关系。

之后王应山 《闽大记》、何乔远 《闽书》和清以至民国的 《福建通志》，均在 《八闽通

志》基础上有继承和完善。《闽大记》成于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关于科举记述包括明洪武至嘉
靖三十四年诸科举人名录及科举大事，其编排以乡试科次为目，其下列各府举人名录，保持

了每一科乡试名录的完整。《闽书》刊于崇祯初年，其 《英旧志·缙绅》以县为目，依次载录

各县自唐以来的科第名录及人物传记。清代四度纂修 《福建通志》，民国期间又有一次重修，

其中 《福建续志》按照不同时期排列，内容大致相同，依各府次序载录中式者姓名、学校、

应试者身份、考中进士科年、生平经历、著述，其有宦迹、士行或封赠、荫叙的亲属、族人

一并注出。

关于科举研究，地方文献是很重要的文献，方志中关于科举内容的记载，通过相关变化的梳

理，可以寻其历史规律和特点。弘治 《八闽通志》关于科举之设置与记述，在明代前期居于重

要地位，在研究科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怎样编史修志》正式出版

　　２０１９年２月，姜自力著 《怎样编史修志》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前有绪论，后有

附录、后记，包括史志概论、史志资料、史志编纂、史志续修、专业史志、年鉴、修改送审、

出版印刷、史志出版印刷后的工作９篇，总计约２５万字。作者姜自力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
始从事史志工作，经历了中华人民和国第一轮、第二轮修志，既是一位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

的领导组织者，也是多部县志、市志、省 （区）志、专业志、年鉴的编修实践者。《怎样编史

修志》是作者用时４年多编写的一部关于地方史志编修的著作，反映了作者从事地方史志工
作４０年的历程，汇集了作者大量修志、评志的经验成果，也展示了作者对地方史志编修业务
全面、系统的思考与梳理，总结了地方史志编修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

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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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敏修：弘治 《将乐县志》卷７《选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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