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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徽州府志》对淳熙《新安志》
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黄山学院 组织部，安徽 黄山245041)

摘要：淳熙二年(1175)纂修成书的《新安志》是方志学和徽学等研究的重要资料。康熙《徽州府志》与

淳熙《新安志》属r訇l一性质的徽州地方志书。康熙《徽州府志》在内容上对淳熙《新安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非

常重视人物、人口、土地、赋税、物产等内容的记载。但是，由于两部方志的纂修年代整整相距500多年，康熙

《徽州府志》在纂修内容上也适应了时代发展，资料含量明显扩大。内容更为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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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是中国方志编纂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

众多徽州旧志中，淳熙《新安志》具备了一般方志的基

本特征，是定型方志的代表作；康熙《徽州府志》是清

康、雍、乾第一次修志高潮时期徽州地方志的承上启下

之作。这两部方志的内容都十分广泛．有地理、经济、古

迹、军事等内容，还有人物传记和诗话、碑碣等地方文

献。从两部方志基本内容上加以比较。分析康熙《徽州

府志》对淳熙《新安志》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一、康熙《微州府志》对淳熙《新安志》

内容上的继承

淳熙《新安志》成书与淳熙二年(1175)，正值我国

方志趋于定型阶段，是方志的上乘之作，尤其对徽州后

来方志产生深远影响，故康熙《徽州府志》在内容上对

淳熙《新安志》也多有继承，其前后相承之处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两部方志都非常重视人物的记载。

作为地方志，淳熙《新安志》和康熙《徽州府志》所

记载的地方人物众多，常常可以补正史的不足。尤其

是与纂修者同时代的徽州人物。纂修者作为乡人，了

解详细，所记更具有史料价值。淳熙《新安志》共十卷，

其中从第六至第九卷都是记载人物类，是全书内容最

多的一部分，共记载人物528人。对于本地乡贤、耆

宿、进士、义民、流寓、名宦、职官乃至僧道几乎无所不

载。如先达两卷，宋以前的人物仅5人。有宋一代的人

物则多达35人，十分重视“当代史”。而这种详今略古

的优秀特性也一直被后世方志所吸收。这35人中，有

5人《宋史》完全没有记载：许迥、王汝舟、汪汲、胡饭、

汪叔詹。10人《宋史》虽有提及，却未单独列传。如孙抗

为北宋仁宗时御史，《宋史》仅有一句记录：“御史孙抗

数言之”。【1}卷三一而《新安志·孙工部》传的记载则颇为

详尽。再如胡伸，《宋史》载：“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

语日：‘江左二宝。胡伸、汪藻。”’嘴酗无可见胡伸在当

时与汪藻齐名，但《宋史》汪藻有传，胡伸却无。《新安

志·胡司业》弥补了这一缺憾。另外20人《宋史》有传，

但往往比较简略。如《宋史·吕文仲传》：“其使高丽也，

善于应对，清净无所求，远俗悦之。后有使高丽者，必询

其出处。”口】卷。=九六后一句尤其令人费解。《新安志·吕侍

郎传》对此有清楚叙述：“使高丽，清洁无所求，远人悦

之。使用权至必询其出处，时吕端、吕佑之亦尝为使，三

人皆宽厚文雅，国主王治尝对使者刘式语及中国用人

必应以族望如唐朝之崔卢李郑者。式言惟贤是用不拘

族姓，治日：‘何姓吕者多君子也。”’嘴六

康熙《徽州府志》共十八卷，从十二到十七卷共六

卷专门记载人物。具体又分为朱子世家、儒硕传、勋烈

传、经济传、忠节传(死事传附)、文苑传、风节传、宦业

传、武略传、隐逸传(风雅传附)、孝友传、绩学传、尚义

传、列女传、流寓传、方技传十六门。赵吉士强调：“史兼

书善恶。志专纪善不录恶，体虽不同，其为劝惩一也。若

日只备记载，不必分别，前志彰彰何不并载匪僻，乃隐

恶扬善。毫不假借乎。窃谓志书之严尤当严于人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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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纂修者对人物传记的高度重视。在人物志里，除列

女只录简历外，为1600余人立传，介绍他们的业绩，资

料翔实。具体情况如表。

康熙《微州府志》人物立传情况统计表

传 名 立传人数

朱子世家

儒硕传

勋烈传

经济传

忠节传(死事传附)

文苑传

风节传

宦业传

武略传

隐逸传(风雅传附)

孝友传

绩学传

尚义传

歹U女传

流寓传

方技传

／

32人

2人

51人

59人

41人

84人

319人

55人

149人

144人

129人

80人

，

49人

76人

新安乃“程朱阙里”，为了标识这一点，康熙《徽州

府志》遵循旧志仿司马迁入孔子于世家的做法，将朱子

世家列于人物之首。所以，赵吉士在《人物志·朱子世

家》小凡例中有：“朱子自嘉靖志汪周潭副都特于人物

之上立世家。仿太史公尊孔子笔法，真卓识也。今仍其

旧。”m十二

第二。两部方志都非常重视人口、土地、赋税等内

容的记载。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土地、赋税的

变化能直接反映王朝的经济状况，因此对户口、赋税的

记载是后人研究每一个朝代的经济、财政问题的宝贵

资料。淳熙《新安志》和康熙《徽州府志》都非常重视民

生内容，并较详细地记载了徽』、1,1地方的人口、土地、赋

税等内容变化，为研究徽州地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状

况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罗愿在《新安志》自序中强调：“夫所为记山川道里

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其录丁口顷

亩．非以览富厚也，务察息耗，毋繇夺也。其书赋贡物产

非以给嗜欲也，务裁阔陋，同民利也。”171正是本着这种

“同民利”的宗旨，罗愿在《新安志》中不厌其烦地介绍

了许多事关民生的东西。如“州郡户口”一目详细记载

了自晋以来所能搜集到的户口数尤详于宋朝：“乾道八

年诸县主户十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五，客户七干四百八

十八，合以城内外户一千九百三十一，总为十二万二千

十四。”“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干二百八十一。口六干八

百五十八，城外户六百五十，口三干二百八十一。”凡

六县民去为僧尼者干有二人．为道士者四十六人。”四鸯一

再如《新安志》中提到当时农民的劳动状况：“歙之人芸

以三四，方夏五六月田水如汤，父子袒跣膝行其中，堀

深泥，抵隆曰，蚊蝇之所扑缘，虫蛭之所攻毒，虽数苦有

不得避，其生勤矣。而租挈又重⋯⋯”嗍卷2然而在这样

的状况下，他们仍然要承担极为沉重的赋税。在贡赋一

门，便详述各项税则、杂钱、夏税物帛、物帛、小麦、秋税

糙米、折帛钱、进贡、上贡物帛、上供纸、酒课、税课、茶

课、盐课、公用，各县亦分载租税、酒税等，其项目繁多，

数目很大。这让人们对南宋时期农民的沉重负担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这往往是正史所不能做到的。

康熙《徽州府志》更加注重民生的记载。“赋役～书

所以明，取民之有制，且户口之多寡，田土之盈缩，一郡

之盛衰系焉⋯⋯”110l卷六“户口”对徽州地区自西汉至当

时，历代户口的变化有详尽的记载。自西汉丹阳郡叙

起，历东汉丹阳郡、吴新都郡、晋新安郡、唐、元、明直到

清代各时期的户口变化。无一遗漏。“田土”则详细记载

了田地山塘的具体数目及田地山塘折算为田的数字．

“总计田地山塘共折实田两万五百六十四顷六十六亩

六分五厘五毫九丝七微六纤一沙⋯⋯”110l卷六并分六县

介绍叙述田地山塘的具体情况。同时，对当地人民的生

存情况也进行了描述：“吾乡歉于田而丰于山．宜桑不

宜稼，地高而土燥，十日不雨则无禾。低田九水泉筑堰，

高则垦山石，层级而上，火耕而手耨，以汗和种，然岁收

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11l巷^

第三，两部方志都非常重视物产内容的记载。

淳熙《新安志》和康熙《徽州府志》都详细地记载了

地方物产，不仅记载了物产的种类，还详细记载了物产

出处、用途、性状乃至种植的方法等。

罗愿对于物产有较多的研究，并有专门著作《而雅

翼》三十二卷。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说：“其物产一

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该备。’1，辅六竹、可见，《新安

志》对物产的介绍十分详细。如谷粟、蔬茹、药物、水果等

目，不但记载作物的名称，更详尽地记载了出处、用途、

性状乃至种植的方法。如以下几条关于果树种植的经验

至今仍不无借鉴意义：“梨之类多种。大抵歙梨皆津而

消，其质易伤，蜂犯之则为瘢，故土人率以柿油渍纸为

囊，就枝苞封之，霜后始收。今出丁字桥者名天下。”“大

率山寒不宜橘、柚，种者筑池，中为交午之道，列植其上，

水气四面薄之，则不畏霜雪。”1131卷二有些记载则弥足珍

贵：“银杏叶如鸭跖实外有皮，山中人贮之。”1131卷二还有一

条关于占城稻的记载：“占禾本出于占城国，其种宜旱。

大中祥符五年诏，遣使福建取三万斛，并出种法而布

之。江淮浙之间亦日旱稻。”【l田卷2徽州自古以来物产就

十分丰富，尤其是文房四宝中的纸、墨、砚均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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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徽墨”。罗愿在《新安志》中搜集了众多有关“徽

墨”的文字。其中有大量的赞誉，有些甚至相当离奇：

“祥符中。治昭应宫，用廷硅墨为染饰。有贵族尝误遗一

丸于池中。逾年临池饮，又隧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

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11聪十

同时，淳熙《新安志》中对各种物产的生产制作过

程也有一定的涉及，这对今天开发传统特产也不无借

鉴。如采漆：“漆则诸邑皆有之，山民夜刺漆，插竹笕其

中，凌晓涓滴取之，用匕刮简中，磔磔有声，其勤至矣。

岁旱则益少。天时雨汁又不佳。”【lq卷2徽墨的制作：“至

李氏渡江始用对廖，而密不传为可恨。一日与张处厚于

居彦实家造墨，而出灰池失于早，墨皆断裂。彦实以所

用墨料精佳，惜不忍弃，遂蒸浸以出故腭，再以新膨和

之，墨成坚如石。因悟对醪法。”11日卷二

康熙《徽州府志》卷六《食货志·物产》小凡例中有：

“物产有昔无而今有者，有昔有而未及载者，照邑志共

增入百余种。非夸多也，备志之使知所适用云。”【11l蚩六在

介绍物产中．体现了徽州地区物产自己的特色。介绍了

“谷粟”类的“籼谷、糯谷、大麦、荞麦、麻、豆、粟、檫”等；

“蔬茹”类的“芥、姜、蓼、芹、葱、薤、蓝、蒜、蓼荠、兰香、

胡荽”以及百合、芋、苋、木耳、笋、枸杞、决明、油菜、茄

等等；“药材”也很多，有芝、兰、芍药、兔丝、昌羊、茯苓、

五味、柴胡、木通玄参、杜仲、茜草、蜀葵、薄荷、覆盆、草

乌、天门冬、何首乌等等，品种繁多，不少是珍贵的中药

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徽州地区素为“文献之邦”，所

产文房四宝，闻名于世。在《物产·货贿》中，除介绍油、

棉、蜜、茶等外。还介绍了砚、墨、纸等的产地、特色和历

史。如“墨出于歙之黄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硅父子，自南

唐以来。贵之近代罗小华、程君房、方子鲁、吴去尘辈，

犹能擅名一时。然物有盛衰，工有良桔，尝不能如其

旧。”“砚出于婺源之龙尾山，肇于唐开元叶氏。”再如对

纸的描述：“纸亦有麦光、白滑、水翼、凝霜之目。宋时歙

绩界中有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故世号龙须纸，大抵

新安之水清澈见底利以沤楮故，纸之成，振之似玉雪

者，水色所为也。”117l卷六

二、康熙《徽州府志》在内容上的发展

康熙《徽州府志》纂修年代比淳熙《新安志》纂修年

代整整晚了500多年，尽管康熙《徽州府志》对淳熙《新

安志》在内容上有许多承袭，但是500多年间中国社会

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有重大变化，必然会导致其

在内容上有所不同。

第一，康熙《徽州府志》大大丰富了人物志的内容，

尤其重视对朱子世家的纂修。

康熙《徽州府志》设人物志一、人物志二、人物志

三、人物志四、人物志五、人物志六6个部分，共有朱子

世家、儒硕传、勋烈传、经济传、忠节传(死事传附)、文

苑传、风节传、宦业传、武略传、隐逸传(风雅传附)、孝

友传、绩学传、尚义传、列女传、流寓传、方技传16目。

这其中大部分设置内容不仅《新安志》难以比拟，就是

与嘉靖《徽州府志》比较，在篇目上也增设了经济传、风

节传、绩学传、尚义传等。

康熙《徽州府志》尤其将朱子世家列于人物志之

首，详细介绍了朱子生平，列出了自嘉靖时特赐世袭博

士情况及与朱子有关的新安诗文等，这与当时的历史

环境密切相关。朱熹等文化巨儒的出现，使徽州文化与

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得以确立。“婺源乃文公桑

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11嘴一讲述朱子之学、学习

朱子思想便成为徽州文化与社会的一个重要传统。特

别是在明清以降朱熹所创立的理学成为封建政府官方

的指导思想以后，朱熹所注释的《四书五经》也成为科

举考试的正统指定教材。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徽州，朱子

思想受到广泛地弘扬。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存在和发

展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朱子家礼成为徽州人生活

中恪守不怠的重要规范。凡书皆读朱子所注，已成为徽

州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在徽州，“其学所本，则一以

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

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

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

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n嘴一徽州也因此而

赢得了“东南邹鲁”的赞誉。不唯如此，徽州人从生到死

所举行的人生仪礼．大都无一例外地遵循朱子的文公

家礼，不敢越雷池半步。休宁茗州吴氏宗族在其《家典》

中。就曾明确地要求全体宗族成员：“我新安为朱子桑

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

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㈣朱熹

理学于徽州之影响，可谓是蔚为大观者也。

第二，风俗、礼教通常被用来服务于封建统治。所

以康熙《徽州府志》极力宣扬孝子、节妇的事迹。

明清时期为加强皇权，皇帝及各级政府积极倡导，

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以政权来推行妇女贞洁观

念，甚至将此当成治国安天下．的国策，“以权始，以化

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21】卷无。八极力在社会上

培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因此对以忠烈

贤孝为特征的所谓“列女”倍加褒扬，甚至不惜以皇帝

的名义给予族奖。皇权的号召迎合了许多汉族士大夫

的要求。于是全国各地“列女”层出不穷。或“乐善好

施’，或“夫亡妇殉”，或“拒暴死节”，或“割股奉姑”，无

所不用其极。而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桑梓之

邦，在这方面更是“当仁不让”。所以，赵吉士说：“若列

女则新安山川峭激，贞操奇节原较他郡多，不忍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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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劝风尚也。”15l各地呈报列女数五{的大幅增加，使该书

的篇幅亦有所增加。

客观地讲，忠贞贤孝是中华各民族的传统美

德，理应予以提倡。如《徽I、H府志》“列女”一门有

载：“吴妪，江潭人。黄巢寇至，妪日：宁可断吾头，

不可戕吾乡。贼怒杀之。乡人收葬于叶泊岭。有祷必

应。”瞄】卷十六显然吴妪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有些事

情显得很是过分，不免泯没人性，还制造了许多人间

悲剧，如“范烈女名三娘，寓贤范传正女，许字歙州陆刺

史弟赞，年十七未嫁，赞亡，不食死。会昌元年，诏立庙

于博村赤山，赐谥贞烈。”固卷十六范三娘的死源于愚昧的

道德观，三娘是无辜的，满、汉统治者及其倡导的封建

礼教才是杀人真凶。

综上所述，由于志书具有后志续前志的一脉相连

的特点，并且人物、疆域、物产及赋役等是方志记述的

要素和重点，所以康熙《徽州府志》在许多内容上对淳

熙《新安志》多有继承。但是，康熙《徽州府志》纂修年代

比淳熙《新安志》纂修年代整整晚了500多年，500多

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志书编纂共识，再加上随着方志

学理论发展、修志经验的不断丰富与积累。方志已经不

再把记述地理沿革作为唯一任务，而是赋予地方志以

“一方之史”的使命。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康熙

《徽州府志》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吸收了前志的优点，资

料含量明显扩大，结构更加紧凑，内容更为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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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Published in the Reign

of Chunxi by Records of Huizhou Published in the Reign of Kangxi
Wang Guoping

(School of Social Histor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0，China；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Records of Xinan County publish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Chunxi(1 175)serves

a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local records and Huizhou studies．Both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and

Records of Huizhou(published in the reign of Kangxi)are local records of Huizhou．The inheritance in

content from Records of Xinan County to Records of Huizhou is reflected in the emphasis put on the

records of people，population，land，tax and property，etc．However，due to a gap of 500 years。the con-

tents of Records of Huizhou are updat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with the contents expanded and en-

riched．

Key words：Records of Xinan County published in the reign of Chunxi；Records of Huizhou pub—

lished in the reign of Kangxi；content；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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