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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进士数，为何名列前茅

3

黄土寄衡阳
——
“鸿翔部队”与温州将士

陈正印
宋代温州平阳县崇政乡四十六都南湖里（今平阳水头镇南湖社区），
有望族薛氏，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薛昌宋中进士开始，元朝史伯
璿《薛氏会芳集序》谓“登文武进士者六七十人”。民国《平阳县志》列平
阳薛氏进士共 67 人，再参考周喟《南雁荡山志》为据，证其所言不虚。如
此庞大的进士数，在温州可谓名列前茅。
南湖在宋朝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进士呢？

有一片好田地

有一门好家风

据 相 关 资 料 ，南 湖 现 今 有 耕 地
11781 亩（其中水田 8273 亩），内河水面
1000 多亩，是平阳北港地区的鱼米之
乡。虽然古今会有所变迁，但这些数据
应也可以想见当年的富庶。查卫星地
图，南湖四面环山，是典型的盆地地形，
受到台风、海水倒灌等自然灾害的不良
影响相对较小，于古代而言，
相较沿海平
原地势低洼且毫无屏障遮蔽，更适宜于
安居乐业。此外，其地东边与鳌江相通，
便于与外界联系，水上交通堪称优势。
我国古代为农耕社会，
农业发展得好，
是
读书考举的基础与保障。而宋朝南湖除
了薛氏，不闻有其他姓氏居住，很可能这
万亩良田基本上为薛家所有。另据相关
资料，腾蛟、闹村的部分田地也属薛家，
其家族财富的积累程度可以想见。

有一个大家族
古人聚族而居，防盗贼防猛兽，便
于相互照应。据《浙南谱牒文献汇编》
收录的南宋陈升《薛纳言墓志》与薛易
年《薛玉成圹志》，薛氏于唐德宗贞元
元年（785）始迁平阳南湖，至宋朝开国
的太祖建隆元年（960），已经过 185 年
的发展 ；至产生第一个进士即薛昌宋
中 进 士 的 哲 宗 绍 圣 四 年（1097），更 是
已经过 300 多年的繁衍壮大。而平阳
的其他科举望族，如坊郭孔氏、坊郭徐
氏、盖竹林氏、杉桥朱氏等，多半是唐
末 五 代 迁 来 ，发 展 起 步 就 迟 了 100 多
年，自是难与争锋。

后来发展成为大家族者，皆有一片
好田地，以农业起家；成为科举大家族
者，无疑又要有相当多的族人“习进士
业”
，即供子弟读书考举。南湖薛氏的好
家风，便是耕读传家，
重视教育。宋末林
景熙《二薛先生文集序》所谓“薛氏世学
有一条好途径
盖三百年”，设其在 50 岁时撰成此文，则
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往上倒
宋朝习进士业者基本上想考的是文
推 300 年，则为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科进士，
因为
“重文抑武”
的基本国策，
文
说明这个家族很早就开始重视教育。薛
科进士更有前途。但要想有机会参加礼
昌宋于哲宗绍圣四年（1097）考中进士，
部省试，一般来说，先要通过乡试取得
正是这个家族重视教育约 100 年后才结 “解额”才可以，而温州“解额”少的问题
出的第一个硕果。时为北宋，京城远在
又非常严重。据南宋刘宰《上钱丞相论
今河南开封，迢迢数千里路，
考中进士尤
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宁宗开禧间，
“温
其不易。跟不少科举望族进士全部集中
州终场八千人”
“旧额十七名”，大约 470
在南宋不同，薛氏在北宋便有薛昌宋、薛
名才录取 1 名，如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彦时、薛子才，共 3 个进士。
难度之大，
举国罕见。
当时温州仅有永嘉、乐清、瑞安、平
阳四县，平阳一科若以 2000 人计，争到
有一位领路人
“解额”的平均算来大约只有 4 人，而开
对于这些科举望族而言，出的第一
禧元年（1205）乙丑科仅有高熙绩、徐一
个进士如同“领头雁”，往往还具有示范
鸣、朱嵘 3 人最终考中进士，势必有 1997
引领与提携后进作用，
如温州进士中，
北
人落选。这些人可以过三年再考下一
宋崇宁年间进士林杞对于泰顺“泗溪林
科，然而能考上的必然又是极少数。于
氏”、北宋政和年间进士陈桷对于苍南
是纷纷“借径韬略”，即先考取武进士。
“厦材陈氏”、北宋宣和年间进士陈彦才
按宋朝科举制度，
武进士再考文进士，
可
对于平阳“莲池陈氏”等。他们披荆斩 “免解”
，即
“武举换文”
，直接参加进士科
棘，开出一条新路，后来人便更容易走
礼部省试。只不过考取武进士也并非易
了。而薛昌宋对于
“南湖薛氏”
的作用尤
事，
“武举换文”
自然更是难上加难，
平阳
其显著，后来的薛氏进士，比如薛彦时、
除了极少数人如盖竹林拱辰、林千之，
城
薛凤、薛伟为其从子，薛祖该为其从孙，
西应节严等，大多数人只能止步于武进
薛君用为其从曾孙。这个家族在其引领
士。薛氏则仅见薛梦龙一人。
下，文武进士便绵延不绝，
直至宋末。
对于同样多进士的瑞安曹村曹氏而

“鸿翔部队”
士兵合影（左上图为袖标）。
管朝涛
平阳水头南湖全景。

陈锋 摄

言，好途径是“特奏名”，即锲而不舍，一
考再考，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朝廷开
恩，开设特科，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考试，
考中的概率大大增加，故该族特奏名进
士便有 20 名之多。对于南湖薛氏而言，
好途径是“右科”，即考取武进士。在平
阳，
这个途径非
“南湖薛氏”
独有，
但对其
家族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据统计，宋
朝平阳薛氏进士中，武进士便有 45 人，
占比高达 67.2%。
平阳人考武进士有明显优势。据罗
祖雄、张永坝《平阳：武状元之乡》
（详见
2008 年 7 月 15 日 温 州 日 报 风 土 版）统
计，温州地区共产生武科进士 393 名，其
中平阳（含今苍南、龙港及泰顺南部）就
有 294 名，占比高达 74.8%。平阳薛氏武
进士占比 67.2%也就不奇怪了。这也促
使平阳成为
“全国武状元之乡”。
有一片好田地，有一个大家族，有
一门好家风，有一位领路人，有一条好
途径，这“五个一”正是平阳南湖进士
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只是内
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因，便是南
宋 时 定 都 临 安 即 今 杭 州，上京赶考路
途 大 大 缩 短，有 了 许 多 便利。当然这
个 原 因 非 平 阳 独 有，更 非南湖薛氏独
有，只不过是南湖薛氏、平阳更善于抓
住这个机会。

安。功名留与吾儿辈，
放鹤看云乐且闲。
”
回到泰顺三魁后，张充乐善好施，周
贫济困，时常为乡民解难。1530 年，粮长
轮到张家充任，
张充考虑到兄弟侄儿们财
力单薄，就独任粮长一职。明朝中叶后，
赋役加重，逃荒人数增多，粮长不能征到
足额钱粮，赔累不堪，是个吃力不讨好的
苦役。张充体恤民艰，不会强征钱粮，而
上面交代的税赋任务又要如期完成，
为此
倒赔了不少家资。

他是张璁好友，王瓒同学——

沔阳州判张充
部、户部尚书，北京户部、工部尚书，升太
子太保，
时人称为
“两京五部尚书，
九转三
朝太保”
。
当时湖南、湖北等地发生大涝灾，尤
以景陵县受灾最严重，
百姓饥馁。张充细
心筹划，裁节繁费，请求上级暂缓催征景
陵赋税，
并设法争取赈粮。朝廷大员吴廷
举奉命到楚地救荒，
拨给景陵赈济款万余
金，
张充悉心抚恤，
远近百姓沾惠者甚众，
景陵赖以为安。后来，新的县丞主簿到
任，但百姓不忍他离去，纷纷挽留。群众
基础如此之好，
秦金仍命张充署理景陵事
务。景陵主簿有些失落，
与吴廷举是旧相
识，
经常在后者面前说张充的坏话。吴廷
举暗中调查张充，
找不到半点过失。

慈

培养子侄，
开启文风

张充重视教育，有强烈的家族荣誉
感，早在他深造于南京国子监时，侄儿张
珠、张明就追随而来，
从其读书。张珠、张
明后双双考取邑庠生，
张珠后授福建将乐
县主簿，
居官廉洁刚正，
任内移风易俗，
士
民称颂。
张充出任沔阳州判时，
子侄中只要是
勤奋好学的都带在身边精心培养。他的
儿子张庆旸年方十岁，就随同到沔阳读
书，
师从沔阳训导徐琏，
后来成为选贡生，
曾任沛县、福清县训导，
鳌山卫武学教授，
名噪一时，入沛县名宦，著有《东游览胜
集》。随同到沔阳求学的还有张琏、张伯
科、张禄等，
后都成为邑庠生，
其中张琏为
不计前嫌，
替人解困
岁贡生。张充携带学生并不局限于张氏
嫉恨张充的景陵主簿，
这一年在吏部
子弟，
还有他的内侄刘耿，
后任太平、耒阳
考核中成绩不合格，官职被免了，因他经
教谕，
鲁府教授。这些学生都是十几岁的
办的钱谷账务不明，
妻儿家人都滞留在景
孩子，就千里迢迢追随张充，张充既是严
陵。
师，
又如慈父。
秦金命朝觐回沔的张充稽查钱谷账
张充退隐后，
更以课读为己任。他不
务。很多人都说景陵主簿要吃苦头了。
吝重金，延请名师教授子侄，有时他也会
出乎意料的是，
张充宅心仁厚，
公正查账，
亲自授课，
讲解诗文。最能体现张充育才
并没有拖延刁难，很快就查错纠错，为他
情怀的是，他与侄儿张嚣之间的一件轶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景陵主簿感激涕零
事。张嚣自小孤苦，茕茕孑立，贩卖鱼盐
地说：
“自今而后，知君品行，君之恩德没
为生，但他相貌魁伟，倜傥有大志。张充
齿不忘。
”
知他是可造之材，勉励他改行读书，食宿
都在张充家中。张嚣奋发上进，
仅三年就
考中秀才，
后成为选贡生，
官建昌训导、
临
独力承担粮长苦差
川教谕，任职期间大力引荐寒微之士，这
张充在沔阳九年秩满，
很多人都认为
是对伯父栽培之恩的一种致敬。
他升迁有望。但他萌生退意，
归家之时囊
广东按察司副使陈仕贤评价张充说：
橐萧然，两袖清风。他在一首《沔阳致仕 “自是知学者日益众，自公（张充）发之。”
出关》中写道：
“独抱琴书幸出关，宦游不
在张充的教化熏陶下，
龟岩张氏子弟好学
觉鬓成斑。田园荒尽谁人理，
松菊犹存待
成风。清代龟岩岁贡生张天祐也说：
“魁
我还。世事如棋更局面，灞陵回首望长
山公重辟文运，
广造人才。
”

仁

三魁张宅村古民居里秀丽的门台。
陈能雄 文/摄
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泰顺三魁
镇张氏文风蔚然兴起，这得力于一个人
的推动。他就是张充（1465—1535），字
廷实，泰顺龟岩（今三魁张宅村）人，家住
魁峰之麓，自号魁山，与内阁首辅张璁交
情甚笃。

孝

为母祈寿，
父子连心

不弃同舟共济之人

正德九年（1514）
（
《沔阳州志》记为正
德八年），张充为湖广沔阳州（今湖北仙
桃）州判。正巧，括苍（今丽水）人叶奎授
职湖北蕲州吏目，
张充与他买舟同行。同
是浙江老乡，又同是宦游湖北，一路上两
人结成知交好友。
当船行驶到距离蕲州还有二百里的
时候，身体健壮的叶奎突染怪病，日益加
重，
随行只有一个年纪尚小的儿子。船夫
怕被传染，私下对张充说：
“这是瘟疫啊，
不如赶他们走吧。
”
张充不忍舍弃，
在叶奎
病逝后，
为他料理完后事才上路。他的义
举也给随行子侄们上了一堂人生课。三
十多年后，
其子张庆旸与族人张琏结伴上
京候铨，张琏不幸病逝于京师，张庆旸丢
开补选官职之事，千里扶柩，让张琏落叶
归根。

廉

悌

痛斥行贿，
廉洁爱民

张充到沔阳后，当地连年水荒，他细
心救灾，
百姓好评如潮。他负责钱谷税赋
工作，有一次到沔阳州管辖下的景陵县
（今天门）催征欠赋。有人暗地里献上百
金，
张充视若无睹，
说：
“吾家世守清白，
须
此何为？
”
他痛斥行贿之人，
命他限期上缴
拖欠的税粮。
郧阳督抚陈雍听闻张充工作廉洁奉
公，
特意表彰奖赏他。湖广巡抚秦金更是
对张充极为赏识，多次委以重任，命他署
理景陵事务。秦金后来任南京礼部、兵

三魁张宅村古民居。

张充生活于忠良积善之家，
父亲张珙
是德高望重的耆宾，谦恭端正，乡民要是
衣衫不整都不敢相见。
张充聪明颖异，年幼之时就受到良
好的启蒙教育。张充考取邑庠生后，结
识了永嘉才俊王瓒，两人互相学习，互
相 激 励 ，王 瓒 后 应 张 充 邀 ，为 张 珙 写
传。
1487 年，张充母亲夏氏操劳过度，哀
伤成疾，连续五日不言不语，到第七日病
情加剧。张充焦虑万分，彷徨无助之际，
他跃上屋脊，望天而拜，默默祈祷，愿减
己寿以延长母亲的年岁。然而，他的孝
心并没有感动上苍。
1498 年，张充考取岁贡生，到南京国
子监求学。1503 年，张珙身患重病，忧虑
不能见儿子张充最后一面。也许是父子
连心，千里之外的张充预感有什么事要
发生，从南京快马加鞭赶回泰顺老家，为
父亲送终。他牢记父亲生前之言“君子
营建房屋，必先建造祠堂”，居家守孝期
间，带领族中子弟建造张氏宗祠，正德元
年（1506）竣工。

义

7 月 10 日，温州关爱抗战老兵志愿队负责人高志凯接到
远在湖南衡阳的抗战老兵志愿队唐海辉的电话，希望能够邮
寄一钵浙江温州的黄土。
事情要追溯到 2018 年 5 月 19 日。当时，湖南抗战老兵志
愿者在衡阳县洪市镇明翰村定点发掘到 4 具遗骸。经过国家
第二历史档案馆记载，考古专家遗骸年代确认，台湾健在“鸿
翔部队”老兵李云棠口述，复旦大学鉴定结果等综合信息确
认，这 4 具遗骸为 1945 年抗日战争期间牺牲在衡阳“台源寺”
战斗中的烈士，隶属“鸿翔部队”，分别是周剑敌（四川人）、孙
根长（浙江人）、章峰（南洋华侨，
祖籍广东），
余下一人不详。
抗战英烈遗骸被发现后，
不少媒体相继跟踪，
纷纷报道烈
士们的生平事迹。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要为四位
烈士立碑，
并找到温州抗战老兵志愿者，
希望能为浙江籍烈士
寄一捧故乡的泥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温州抗战老兵
志愿者选择了瑞安飞云江口的泥土，因为 1941 年 4 月 19 日，
日寇自此第一次入侵温州，
中国军队曾在此地与日军激战。
“鸿翔部队”
为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与温州渊源极深，
于 1944 年 1 月在云南组建，
成员挑选非常严格，
大多为知识青
年与作战部队中抽选的精英士兵，最高长官为第五集团军总
司令杜聿明，
其下辖抗日精锐部队第五军，
军长是温州人邱清
泉，其中优秀军官、军士也多为温州籍。1944 年该军正在中
缅边境云南驻训与作战，
抗战前期，
该部队在
“昆仑关战役”
中
牺牲的邱名镐就是温州人，目前还有健在的林旭光老人，95
岁，
居住龙湾蒲州，
原任职第五军畜力运输连中尉指导员。
抗日战争期间，
温州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先后经历多
次轰炸和三次沦陷。战时，
温州驻军与敌激战，
发生大小战斗
百余起，
牺牲巨大，
在抗日大局中牵制日军起了重大作用。同
时，
温州也源源不断为全国战场输送将士，
贡献巨大。温州地
区的抗战和温州人的抗战，
是全民族抗战史的一部分，
把温州
抗战融入国家大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此次衡阳方面与温
州抗战老兵志愿者的互动，和温州“小地域大抗战”的理念也
是分不开的。
8 月 5 日，衡阳市抗日“四烈士”牺牲地将重建，举行隆重
的立碑仪式，同时呈上温州、成都、广东三地的土壤，进行祭
奠，
这是对昔日报国流血牺牲的英雄最深切的缅怀。

南岳武举人旗杆夹
张丽萍
乐清市南岳镇杏二村的吴氏祠堂门口，置放着一对旗杆
夹，
旗杆夹的条石上分别镌刻着
“丁酉举人吴兆龙”
和
“光绪丙
午冬月立”
。
旗杆夹也叫功名石，是用来固定旗杆的石制基座。明清
时，凡是考中举人、进士等功名者，可在宅第或祠堂等处树立
旗杆夹，插上锦旗，以示荣耀。立旗杆夹不是朝廷制度，只是
民间惯例。因为在科举时代，
旗杆夹象征着荣誉和地位，
到清
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僭立”现象，一些家境富裕的贡生甚至秀
才也立旗杆夹，
但上面所刻的，
除了树立的时间，就是些花卉、
祥云之类的图案，没有人名，更无功名。民间现存的旗杆夹，
绝大部分为这种，
时过境迁，
早已不知主人是谁。像吴氏祠堂
门口这样功名、人名兼具，并且主人履历事迹可考的旗杆夹，
是颇为难得的。
吴兆龙是南岳镇杏三村人。据吴氏族谱记载，
他名康业，
号兴侯，兆龙是其字。1911 年秋黄岩县举人周作东《乐清武
孝廉吴兴侯先生家传》记载吴兆龙生于同治己巳年（1869），
从
小身体强壮，20 多岁就臂力过人。因为家贫，他年幼时被家
人送去学医，
可能是到药店或诊所当学徒。长大后，
他弃医学
武，习弓箭练骑术，常在大街上纵马奔跑旁若无人，颇有青春
期叛逆青年的作范。1897 年，他参加乡试，考中武举人，在当
地一时声名大震，旗杆夹就是这时候树立在家门口的。1898
年他参加会试，
但未考中，
之后，
清廷实施变法革新，
科举制度
终结，
吴兆龙寄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传统通道不复存在。
当时，玉环有一伙海盗，经常上岸抢劫乡民，当地人深受
其害。时任温州知府筹办海防时，
听说吴兆龙善武，
就邀他协
同管理玉环沿海治安，
授予他管带一职。吴兆龙到职后，
每天
带兵驾船在海面上巡防阻击这伙海盗，
不到一年，
海盗就不见
踪迹了。吴兆龙由此被上司看重升官，受命率领一支军队驻
扎旸谷岙（现乐清智仁一带）保境安民。旸谷岙地处温州与台
州交界处，
山深林密，
常有盗匪出没。听说吴兆龙要去那里驻
扎，亲友都为他担心，但吴兆龙毅然赴任。到那里后，他积极
操练兵卒，攻守有度，终于剿灭了盗匪，旸谷岙一带获得难得
的安宁。两年后，
这支临时组建的剿匪队伍解散，
吴兆龙也解
职归乡。当地百姓得知他要离开的消息后，
十分不舍，
纷纷前
去挽留，以致一时“途为之塞”，后见留不住，众人又筹资制作
了一个匾送给他，上面题着“恩铭挟纩”四字，以表爱戴之情。
吴兆龙在旸谷岙驻扎的时间并不长，
能如此受敬重，
除了剿匪
保安宁，
为人正直磊落无疑也是原因之一。
据记载，
吴兆龙性格刚毅坚强，
待人坦诚。村里乡邻间发
生纠纷，
常请他去调解，
他凭公而断，
总能让双方心服口服，
大
家都乐意听从他的话，在当地颇有威信。吴兆龙还是个热心
公益的人，
设义仓、办学校、修桥梁、施医药……为乡里做了许
多好事，但天不假年，于 1911 年去世，年仅 43 岁。他的故事，
至今还常被村里的老人提起。
吴兆龙有一子两女。长女嫁同乡李觉庵，1945 年 3 月，李
觉庵在抗击日寇偷袭虹桥的战斗中遇难。次女嫁虹桥倪氏。
其独子倪孟良曾参加朝鲜战争，
并多次立功受奖，
可谓继承了
外祖的勇武。
岁月变迁，百余年过去，吴家老屋早已易主改变模样，那
块“恩铭挟纩”的匾也已遗失，唯旗杆夹幸运地在原址得以保
存。2016 年，这对旗杆夹被迁移至隔壁杏二村的吴氏祠堂门
口，
上面的字也被重新涂上金漆。如今，
见证过主人昔日荣光
的它矗立在祠堂大门口，
默默地诉说着世事沧桑，
也让普通的
村庄增添了几许历史文化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