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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略 

范中 

   明太祖元年 太祖元年（1366）知淮安府。优于治才，

勤于为政，宽厚不扰，民安其生。府公

署、祠宇、东新仓等皆所谋划创建。    1366 

姚斌 

   洪武三年 洪武初改建五通庙为淮安府新府署，于新

城建“五坝”之仁字坝。府志言其勤谨廉

静，一郡称治。    1370 

任光祖
[1]
 

  介休 六年 
山西介休人。洪武初以才荐授淮安府知

府。曾在府署西北增建大军仓。 
   1373 

蔡叔瑜
[2]
 

   九年 

光绪府志下有蔡叔瑜九年任。 
   1376 

潘杰 

  寿州 九年 
直隶寿州（今属安徽六安）人。刚正明

达，吏民敬服。以风纪为任，重修儒学。    1376 

傅济川
[3]
 

  武宁 洪武 
武宁（今属江西九江）顺义乡人，洪武时

由辟荐举人才，官淮安知府。     

李琦
[4]
 

 志立 南康 洪武 南康（今属江西赣州）人，洪武十八年

(1368)中贡。历刑部主事、员外郎，升淮

安知府。左迁营缮主事，升郎中。为官四

十余年，正直廉洁，始终如一。   贡生  

http://www.oldha.net/


2 
 

姓  名 
生 

卒 

字 

号 

籍贯 

出身 

任职 

时间 
事        略 

施礼 

1372 仲节 东安 洪武 

顺天东安（今属河北廊坊）人，洪武三十

年（1398）进士。授行人司副，升河南布

政司参议。坐事免，起知淮安府。以敦朴

淳谨称。公平廉恕，吏民怀惠。累迁山东

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尚书。

子施纯，官礼部尚书。 

1445  进士  

林士敏 

 世懋 莆田 永乐六年 

士敏名懋，以字行。洪武二十六年举人。

署大理寺少卿，授户部郎中，以事贬南丹

卫军吏。永乐擢南康知军，改知淮安府。

在淮清介愈励，政事明达。以事被劾，贬

南宁府镆鎁巡检，改宜兴教谕。著有《芹

边集》、《逗庐小稿》。 

  举人 1408 

姬珪 

  博野 九年 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保定)人，洪武十九年

贡生。永乐间知淮安府。政平讼理，深得

民心。九年秩满，民众一再挽留。在任逾

二十年。    1411 

彭远 

 务本 南昌 宣德四年 江西南昌人。永乐举人，宣德中累迁淮安

知府。赈灾兴农，治行“称江北第一”。

后被诬罢免，民众极力请求，宣宗命复留

之。正统间擢广东右布政使。   举人 1429 

程宗 

  金乡 正统初 程宗，金乡人，永乐二十一年（1423）举

人，正统初以本府同知升知府。端谨慈

明，民所爱戴。九年秩满，民众奏请留

任。 
  举人  

杨理 

 贯之 耀州 五年 耀州（今属陕西铜川）人，永乐九年举

人。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淮安府同知，

以九年任满升本府知府。典屋富民，增修

儒学。执法抗直，刚毅有为。 
  举人 1441 

丘陵 

 志高 兰阳 正统中 
兰阳（今河南兰考）人。宣德四年乡举第

一，授咸阳敎谕，升知平乡，擢真定知

府，迁淮安。课农桑，兴学校，以治行卓

异升湖广右布政使，转山西左布政使，致

仕归。有《芸庵集》。子丘璐，成化八年

进士。 

1469 芸庵 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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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臻 

1422 至道 襄城 景泰初 河南襄城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景

泰初任淮安知府。为政平恕。后迁南京兵

部郎中、松江知府。官至山西右参政。工

书，且以书法名。 
  进士  

杨昶 

1426 永明 仁和 天顺七年 仁和（今属浙江杭州）人，景泰二年

（1451）进士。历官工部主事、淮安知

府。在淮勤于治理，政教俱举。凡所措

置，惟务养民。晋河南参政，仍守郡。 
  进士 1463 

袁洁 

1425 士莹 满城 成化十四年 
直隶满城（今属河北保定）人，景泰七年

（1456）举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

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为淮

安知府。锄治豪强，扶植良善，恩威并

用，进退刚果。 

  进士 1478 

范洙 

1435 嘉龙 富顺 二十二年 一名范珠，成化二年(1466)进士。历行

人、浙江道监察御史，调直隶御史巡按淮

扬，成化末知淮安府。刚方正直，敢犯颜

直谏，时号“铁面御史”。 
  进士 1486 

韩邦问 

1442 大经 会稽 成化中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成化五年

（1469）进士。授大理评事，历大理寺

副、正。官淮安知府，节冗费，辨滞狱，

不苛察而人畏服。累擢江西巡抚，迁南京

刑部尚书，致仕。卒谥庄僖。 
1530  进士  

徐镛 

1444 用和 兴国 弘治二年 
湖广兴国（今湖北阳新）人，成化五年

（1469）进士，授御史，因事谪镇原知

县。弘治中擢淮安知府。历官广西右布政

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总督漕

运。皆有善政。卒于官。 
1499  进士 1489 

才宽 

1454 汝栗 迁安 八年 
直隶迁安（今属河北唐山）人，成化十四

年进士。授商河知县，历西安、淮安知

府。阔达不羁，遇事裁决无滞。正德中官

兵部右侍郎，擢工部尚书，总制三边军

务，与寇战中流矢卒，谥襄敏。 
1509  进士 1495 

方荣 

  钱塘 十一年 籍锦衣卫，钱塘（今属浙江杭州）人，成

化十九年举人，二十年（1484）登进士。

弘治二年任宁晋知县，以政绩擢监察御

史。弘治中知淮安，因事被劾。 
  进士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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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宪 

1464 汝成 任丘 十三年 
河北任丘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

授青州府推官，历监察御史，淮安、凤翔

知府，山西按察使，山东、宁夏巡抚，南

京刑部尚书。官至左都御史卒。治狱有

方，明断如神。 
1524 桂岩 进士 1500 

杨逊 

1456 宗让 均州 十四年 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人，弘治六年

（1493）进士。选授监察御史，擢淮安知

府。崇儒重教，事多修举。尝重修扩建漂

母祠。以父老，请辞归养。 
  进士 1501 

赵俊 

1467 克用 内江 正德元年 四川内江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

监察御史，升淮安知府。因“许贷千金”

案获罪，正德四年致仕。尝校正刊刻《世

说新语》。 
  进士 1506 

华琏 

1465 商器 余姚 四年 
浙江余姚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

士。历官知县，河南道监察御史，淮安知

府。心地坦白，莅事平易。累迁四川右参

政，四川按察使，四川左布政使，正德十

五年致仕。 

  进士 1509 

刘祥
[5]
 

1469 持庆 安福 正德初 江西安福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官

工部主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淮安

知府。遇事敢为。因得罪权贵下锦衣卫

狱，谪戍平越。开复补西安知府。 
  进士  

罗循 

1464 遵道 吉水 七年 
江西吉水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

授南刑部主事，历兵部武选郎中，镇江、

淮安知府。守淡敛约，纤毫不染。抗击流

寇，民以大安。擢山东按察副使。子洪

先，登嘉靖八年状元。 
1533 霍泉 进士 1512 

薛𨭉 

1474 全卿 魏县 八年 
大名魏县（今属河北）人，弘治九年

（1496）进士。历知旌德、绩溪、建平等

县，升淮安知府。累迁两淮盐运使。时总

督江彬、太监丘得贪得无厌，𨭉力阻，商

民赖之。以病乞休归。 

 漳涯 进士 1513 

张锦 

1467 文绣 睢州 十五年 睢州（今属河南商丘）人，弘治十八年

（1505）进士。任北直隶开州训导，历淮

安、延安知府。致仕归乡，不入公门，课

授生徒。七十余卒。 
  进士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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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桂 

 德芳 昌邑 嘉靖二年 山东昌邑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

安福知县，选户科给事中，历官淮安知

府、陕西按察使、延绥巡抚、山西巡抚。

为政严明，豪强不敢妄为。 
  进士 1523 

田赋 

 用周 瓯宁 四年 
瓯宁（今福建建瓯）人，正德九年

（1514)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巡两淮漕

运，寻升知池州，改繁调淮安。善诗文，

著有《齐山志》、《纪行录》、《管鸣

集》等。 

 一竹 进士 1525 

朱实昌 

1480 士光 高安 六年 
一名朱寔昌。高安（今属江西宜春）人，

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旌德知县，改

海盐。擢山东道监察御史，苏松巡按。升

淮安知府。居官廉静，敢以直言触当事，

民悦服。 
1531 鹤坡 进士 1527 

路迎 

1483 宾阳 汶上 六年 
汶上（今属山东济宁）人，正德三年

（1508）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郎中，

襄阳、松江、淮安知府，陕西、湖广按察

副使，浙江按察使，山西巡抚，兵部侍

郎，官至兵部尚书。以疏乞休忤旨，罢

归。 

1562 北村 进士 1527 

葛木 

1486 仁甫 上虞 八年 
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人，正德十二年

(1517)进士。历刑部郎中，辨诬理枉，得

王世贞推重。寻知淮安府，节冗弛禁，举

贤重教，辟龙溪书院，深受民众爱戴。迁

山东按察副使，升山西布政司参议。著有

《恤刑疏草》四卷。 

  进士 1529 

王凤灵 

1497 应时 莆田 十一年 
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

授刑部主事，出为襄阳知府，迁淮安。问

民疾苦，重农兴教，创郡、县学，引淮水

入泮。擢陕西按察司副使。遭谤归，起补

霸州兵备，迁广西参政。著有《淮阳

稿》、《笔峰存稿》。 
 笔峰 进士 1532 

袁淮 

1493 伯昭 任丘 十四年 
正德十二年(1517 年)进士。授郏县知

县，累调杞县、临川、临汾。升户部郎

中，出知淮安府。学问博洽，多所著述。

有《川汾别集》、《淮泗小稿》、《西征

集》等。 
  进士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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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鲁 

1498 道甫 右卫 十六年 

云南右卫军籍，钱塘（今属浙江杭州）

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澧州知州，

历户部郎中，卫辉、淮安、黎平知府，湖

广提学副使，山西参政，山西按察使，陕

西右布政使，官至山西巡抚。著有《松山

文集》、《习杜祠堂记》等。 

1547  进士 1537 

周洪范 

1491 伯陈 汉州 十八年 四川汉州民籍，江西安福人，嘉靖八年

（1529）进士。授潜江知县，历官广东道

监察御史，淮安府知府，汾巡道按察副

使。   进士 1539 

张守约 

 彦博 华容 二十年 
华容（今属湖南岳阳）人，嘉靖五年

（1526）进士。历官华阳、崇德知县，南

京大理寺评事，擢淮安知府。至任所不携

眷属，茹蔬衣布，而割俸以济贫儒，官民

悦服。以疾殁于郡。子一龙，官南充知

县。 

1543  进士 1541 

姚虞 

1507 宗舜 莆田 二十二年 福建莆田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

初任镇江推官，擢监察御史，巡按湖广。

官终淮安知府。能诗。著有《岭海舆

图》、《焚余诗集》。  泽山 进士 1543 

刘良卿 

 一夔 新野 二十五年 新野(今属河南南阳)人，嘉靖五年

（1526）进士。授江都知县，补阜城县。

历陕西、南畿监察御史，升淮安知府。剖

断明决，政绩茂著，为时嘉美。善诗文。   进士 1546 

赵大纲 

1509 万举 滨州 二十八年 
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初授滁州知

州，历户部员外郎、淮安知府、河南兵

备、山西雁门关副使、江西布政司左参政

等职。著有《赵大纲诗集》、《方略摘

要》。在淮所作《杜律测旨》影响较大。 
  进士 1549 

张敦仁
[6]
 

1500 仲安 丽水 二十九年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授兵部主

事，先后以内外艰归，复补武库、武选。

出任淮安知府。遍查水情，奏陈治河方

略。擢遵化兵备副使，迁陕西行太仆卿致

仕。 
  进士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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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扬金
[7]
 

1513 子砺 卫辉 三十三年 ：籍河南卫辉府，江西新淦人，嘉靖二十

三年（1544）进士。历官溧阳知县，监察

御史，擢淮安知府。累迁陕西按察副使，

浙江左布政使。入觐时，卒于京。任知府

时曾刊刻潘埙《淮郡文献志》26卷。   进士 1554 

刘崇文 

1522 原质 高平 三十五年 高平（今属山西晋城）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进士，历官内丘知县，户部主

事、员外郎、郎中，淮安知府。子虞夔，

官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进士 1556 

范槚 

1517 子美 会稽 三十八年 会稽（今属浙江绍兴）人，嘉靖二十九年

（1550）进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历

郎中，出知淮安府。为政明敏，律己严

苛，享誉内外。因不附上议被罢。著有

《洗心居格言》、《首尾吟》等。 1597 养吾 进士 1559 

李幼滋 

1516 元树 应城 四十一年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进士，授行

人，迁刑科给事中。谪邵武县丞，历南户

部郎中，升淮安知府。劝农兴学，百姓赖

之。累迁常州知府，潼关、井泾兵备副

使，大理寺卿，户部侍郎，右都御史工部

尚书。以河功加封太子少保。 

 义河 进士 1562 

刘祜
[8]
 

1526 淑修 掖县 四十二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由推官擢兵

科给事中，以慷慨言事著称。累迁淮安知

府，淮扬海防兵备副使。官至大同巡抚。

编撰有《文章正论》、《绪论》等。 1597 拙斋 进士 1563 

傅希挚 

1522 承弼 衡水 四十四年 
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安邑知

县，升户部主事，出守淮安。厘弊肃法，

广纳民意，洁身自爱，御倭有方。累迁淮

扬海防兵备副使，山东巡抚，河道总督，

漕运总督，户部侍郎，官至兵部尚书致

仕。 
1597 后川 进士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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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华 

1527 良实 丰城 隆庆二年 江西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

士。授长垣知县，历刑部主事、员外郎，

升知淮安。亲历河工，赈灾扶贫，绘制饥

民图十二幅呈奏。迁龙安知府。入觐至

京，以疾卒。 
 璞庵 进士 1568 

陈文烛 

1536 玉叔 沔阳 四年 

沔阳（今属湖北仙桃）人，嘉靖四十四年

（1565)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出为淮安

知府。政崇宽简，行条鞭法。敬老兴学，

重修府志。历四川右参政，福建按察使，

江西左布政使，应天府尹，官至南京大理

寺卿。著有《二酉园诗文集》。父陈柏，

举同朝进士。 

 五岳

山人 
进士 1570 

邵元哲 

1530 晦之 普安 万历二年 贯普安（今贵州盘县），江苏南京人，嘉

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户部主事，

进郎中，出为淮安知府。浚涧河，筑西

堤，轻徭薄赋，民得渐苏。累迁山东按察

副使、云南右参政、浙江左参政。 1584 古愚 进士 1574 

宋伯华 

1538 汝含 益都 六年 益都（今属山东青州）人，隆庆二年

（1568）进士，授宿迁知县，迁兵部主

事，擢淮安知府。以仁厚得民心，悉心治

河，常达旦不寝。以事谪束鹿县丞，官至

开封知府。卒于任。 1585 鉴弦 进士 1578 

樊克宅 

  霸州 八年 霸州（今属河北廊坊）人，嘉靖三十七年

（1558）举人。任莱州府推官，升兖州府

管河同知，淮安府知府。善于治水，忘身

奉公。上任伊始就倡修府学，吏部尚书李

春芳亲为撰碑。卒于官。 1583  举人 1580 

张允济 

1536 爱甫 固安 十一年 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户部主

事，升郎中。历官绛州、郑州知州，擢淮

安知府。政尚节爱，宽猛相宜，备灾荒，

修学校。累迁山东参政，浙江按察使、右

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山东巡抚。 
  进士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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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涷 

 霖仲 上虞 十八年 
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年

（1574）进士。历官安福、同安知县，南

京兵部员外郎，抚州、淮安知府。置学

田，兴农桑，刚直不阿，厚德待人。累迁

荆州、琼州知府。著有《船政新书》。子

元璐，官至户部尚书。 
1615 雨田 进士 1590 

李元龄 

1549 仁卿 华阳 十九年 贯华阳（今四川成都），江西丰城人，万

历五年（1577）进士。授临清知县，入为

都水郎，寻出守淮安。迁平阳知府。官至

山西按察副使。著有《翼经随笔》。   进士 1591 

马化龙 

1549 云卿 新野 二十一年 贯河南新野，陕西泾阳人，万历五年

（1577）进士。授长治知县，历嘉兴同

知，擢淮安知府。兴修水利，清廉仁恕，

淮人德之。累迁天津兵备副使，山东按察

副使。 1603 在田 进士 1593 

张国玺 

1545 蓝田 任丘 二十四年 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官孟县知县，兵

部郎中，淮安知府。才学优长，为政精

敏，课士衡文，学风蔚起。迁宁北道、口

北道兵备副使。官至山西按察使。著有

《汇古菁华》二十四卷。 
  进士 1596 

刘大文 

1556 敬甫 博平 二十五年 
博平(今属山东茌平)人，万历十四年

(1586)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出任淮安知

府。备倭警，垦荒田，浚涧河，清屯地。

亲民重教，首建志道书院。历官淮徐兵备

道，河南按察副使，督粮副使，湖广按察

副使、参政。 
 彬予 进士 1597 

刘如宠 

1555 介卿 蕲州 二十九年 蕲州（今属湖北蕲春）人，万历八年

（1580）进士。历官大理寺评事，户部广

西司郎中，怀庆府推官，开封、淮安知

府，河南按察副使。  应沙 进士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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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世 

 惟才 渭南 三十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大理评

事，历保安知县，淮安知府。豁达明敏，

剖决如流。累迁河南府知府，怀柔、怀隆

道副使，山西按察使、左布政使，宣府巡

抚，兵部侍郎，官至户部尚书总督仓场。 
1625  进士 1602 

杜縻 

1551 惟公 永年 三十二年 
万历八年庚辰（公元 1580年）进士。初

令金乡县，调历城。选南京兵科给事中，

谪长兴县丞，迁洧川知县，升淮安同知，

旋升知府。严办宦官陈增，一郡称之。终

武德道副使。父杜秉彝，官池州知府。 
 爵斋 进士 1614 

姚鋐 

 元声 馆陶 三十六年 山东馆陶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

商丘、永宁县令，和州判官，淮安知府。

对已俭约，执法不挠，断狱多所平反。升

山西参政，终官山西按察副使。   进士 1618 

詹士龙 

 云从 永丰 四十年 永丰（今属江西吉安）人，万历三十五年

（1607）进士。历官南光禄寺卿，升淮安

知府。劝垦荒田，教民灌输。平和公恕，

不畏强御。累迁漳泉海道，山西布政使。

官至应天府尹。 
 见五 进士 1612 

高捷 

 中白 淄川 四十三年 
淄川（今属山东淄博）人，万历三十二年

（1604）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升户部郎

中，出守淮安。发仓赈灾，疏浚挑筑，民

赖生息。举卓异，升淮徐兵备副使，改遵

化道副使。著有《四书疏义》、《易学辞

象》等。 
  进士 1615 

蔡侃 

 明标 晋江 四十六年 

万历三十五年（1607）联捷进士。授户部

主事，历员外郎、抚州守，补淮安知府。

以卓异晋督学粤东，转赣州粮道，擢江西

按察使，升云南右布政使。卒赠工部侍

郎。著有《滇舆诗草》、《运甓斋文集》

等。 

 景运 进士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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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统殷 

1582 献徵 即墨 四十七年 

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户部主

事，出守淮安。悉除旧例，政崇大体，商

民怀惠。累迁淮海兵备副使，山西按察副

使，山西按察使。官至山西巡抚。著有

《偶然集》、《役言集》、《彭城近草》

等。 

1634 瀛渚 进士 1619 

沈振龙 

 潜起 秀水 天启二年 
秀水（今属浙江嘉兴）人，万历四十一年

进士。授泉州推官，迁顺天府学教授，南

京兵部郎中。擢淮安知府，以事贬广德知

州。天启二年复任赣州知府。以事忤上

官，遇劾归。子耀辰，官至广州知府。 
 翼乾 进士 1622 

宋祖舜 

1572 淑哲 东平 三年 
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由云南、浙

江司主事，升任淮安知府。通商惠民，政

绩颇著。曾修天启府志。累迁陕西右参

政、陕西按察副使、天津道、郧阳巡抚。

崇祯九年以追剿李自成不力削籍。著有

《饮龙馆集》、《守城要览》等。 
1639 鹿游 进士 1623 

许令典 

1566 稚则 海宁 六年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上饶、无锡县令，

以疏放改教授江宁、淮安，天启六年升淮

安知府。浚文渠，清学田，率易坦亮，不

改儒素。任未五月，即引疾归里。著有

《灵泉嬴史集》、《食史》、《金牛随

笔》。 

1631 同生 进士 1626 

田所赋 

 献廷 昌乐 七年 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天长知

县，历平谷知县，户部主事，署保德知

州，升淮安知府。旌良善，除苛税，督课

兴文，民怀其德。官至兵部侍郎。 
  进士 1627 

董允升 

 吉初 慈溪 七年 
慈溪（今属浙江宁波）人，万历四十四年

（1616）进士。历知莆田、六合、溧阳等

县，升南京兵部主事，迁武库郎中。出知

淮安。为治明敏，风清气正，时议嘉之。

守淮满三载，移病归，卒。 
1633 二醇 进士 1627 

汪心渊 

 如愚 弋阳 崇祯三年 万历三十一年举人。授徐州知州。河决捍

堤，士民赖之。转知颖州。坐事系狱，以

抗御莲花教起义有功复官。升淮安知府。

曾祖汪伟，官吏部侍郎。 
  举人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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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胤文 

 紫岫 韩城  
韩城（今属陕西渭南）人，崇祯四年

（1631）进士。授庶吉士，历编修、谕

德。赴南都后仍故官，擢御史守淮。旬迁

兵部右侍郎兼徐扬巡抚。卒于扬州。著有

《卫紫岫文集》四卷。 
1645  进士  

王昌时 

1590 樨公 沂州  沂州（今属山东临沂）人，崇祯四年

(1631年)进士。授吏部行人司行人，升

淮安知府，官至江西岭北道按察副使。有

政声。著有《稚公稿廉平传》十卷。 1647  进士  

周光夏 

 敏山 杞县 九年 
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出知宁国府。于崇祯九年、十五年两

任淮安知府，间以拖欠税赋被罢。加意爱

民，力御流寇，淮郡于明末离乱中稍得安

宁。升江西副使，官至浙江巡抚。 

  进士 1636 

康万民 

 新周 北直隶 十四年 
顺天锦衣卫籍，武定州（今山东惠民）

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初授国子

监，历户部主事、郎中，升淮安府知府。

清顺治元年任长芦都转盐运使，迁江西粮

道。 

  进士 1641 

石磐 

  黄梅 十七年 黄梅（今属湖北）官生。以父石有恒（万

历进士，赠太仆寺少卿。）荫袭。历官淮

安知府、淮海道。   官生 1644 

倪棹 

    
府志载为明代知府。任职年代、生平事迹

待考。(光绪府志仅载其名，似为万历十

八年知府倪涷之误。)     

张文衡 

1601 聚垣 
汉军 

镶黄 
清顺治二年 

辽东开平卫（今属河北赤城）廪生。随清

太宗伐明，历副理事官，青州、淮安知

府。惩豪强，不扰民，为政清严。累迁徽

宁道，江南按察使，甘肃巡抚。卒于米喇

印之乱。追赠左副都御史。 
1648  廪生 1645 

谢道 

  奉天 三年 奉天辽东（今辽宁辽阳）监生。历淮安知

府，山东兗东道，江南按察使，福建右布

政使，山东右布政使。官至户部右侍郎。   监生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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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荣衮 

  宛平 三年 直隶宛平籍，河南洛阳人。举人。累官户

部主事。顺治三年任淮安知府。尝增修府

志，有《重修淮安府志序》。   举人 1646 

牟廷选 

 荐扬 奉天 五年 
辽宁锦州人。历柏乡知县，升淮安知府。

尝循陋规私自开征“梁头河钱”，为河督

禁革。累迁广平知府，陕西按察副使、西

宁道，山东济南道，江南按察副使、扬州

道，广东参政、岭南道。 

  监生 1648 

李廷梅 

  广宁 十年 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历官宝坻县

训导，许州、通州知州，升淮安知府。莅

治和平，人皆爱戴。累迁平阳知府，直隶

通州兵备道。 
  贡生 1653 

任长庆 

 云石 石楼 十二年 
石楼（今属山西吕梁）人，顺治二年

（1645）拔贡。初任中书，升工部都水司

员外郎，出为淮安知府。精于吏治，处事

谨严，每大案见即洞悉。升凤阳道，迁陕

西按察副使、榆林道。 

  拔贡 1655 

高象枢 

  辽东 十七年 
奉天辽东（今辽宁辽阳）贡生。历寿阳知

县，官终淮安知府。有干济才，民德之。 
  贡生 1660 

韩昌祉 

  禹城 康熙元年 禹城（今属山东德州）人。以官生补中

书，升工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先后

榷税南新关、芜湖关。改授淮安知府。廉

干有为。父养醇，官衢州知府。 
  监生 1662 

张琯 

 慎之 永宁 元年 
河南永宁人，顺治二年（1645）拔贡，官

淮安知府。父张鼎延，官至兵部右侍郎。 
1659  拔贡 1662 

张行生 

 道母 崇德 三年 崇德(今属浙江桐乡)人。由恩贡任中牟通

判，改县丞，迁淮安海防同知，擢淮安知

府。殚力河防，治水有功，问民疾苦，清

慎自持。以劳卒于官。 1667  恩贡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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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期生 

 伯音 会稽 六年 
会稽（今属浙江绍兴）人，由举人任雷州

通判。署廉州，迁汾州丞，官终淮安知

府。潜心河工，有《治河议》，郡人为立

生祠。后主讲戒山书院。著有《咏风轩诗

文集》等。子良槚，官松溪知县。 

 戒山 举人 1667 

张万春 

  开原卫 八年 
开原卫（今属辽宁开原）人。由监生授兖

州河防通判，历松江水利通判，大同西路

同知，擢淮安知府。粗粝自甘，痛除弊

政，百姓有官清民自安之颂。寻升淮扬海

道。 

 紫庵 监生 1669 

曹得爵 

 荣吾 辽东 十年 一名曹德爵，奉天辽东（今辽宁辽阳）

人。历官石屏知州，临安同知、知府，迁

淮安知府。练达事务，晓畅民隐，严饬吏

治，案无留牍。 
  岁贡 1671 

冯源泗 

 子滨 涿州 十三年 涿州（今属河北保定）监生，历咸宁知

县，庆阳府同知，全州知州，淮安知府。

老成练达，雅重师儒。从父冯铨，礼部尚

书。 
  监生 1674 

徐欐 

 栋云 辽阳 十五年 奉天辽东（今辽宁辽阳）人。历官池州通

判，淮安、顺宁知府，江西赣南道，湖北

按察使。官至浙江布政使。   贡监 1676 

戚重进 

 仲升 威海 十九年 
山东威海人。由拔贡任合阳知县，迁雄县

知县。历工部主事、员外郎，刑部云南司

郎中。出为淮安知府。持正不阿，廉静有

为。体察民情，防泛救灾，亲绘图奏报。

卒于任。 
1681  拔贡 1680 

高成美 

 振公 奉天 二十一年 
辽东（今辽宁辽阳）正蓝旗人。康熙中知

淮安府，力助总河靳辅治水。升淮扬道。

旋因开浚海口之争被罢。康熙言其“作官

有才固好。若操守不谨，恃才多事，反为

民累。” 

  特用 1682 

朱国祥 

  镶黄旗 二十五年 镶黄旗汉军人。历夏津知县，宣化赤城同

知，淮安知府。兴利除弊，知无不为。迁

东昌知府。卒于任。   官生 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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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务孜 

 予思 高密 二十五年 
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康熙三年(1664)

进士。选内阁中书，历兵部员外郎，礼部

郎中，出任淮安知府。守拙勤职，力革陋

规。清介刚方，人惮其严。丁忧回里，杜

门课子以终。 

 青湾 进士 1686 

王谷韦 

 鄂叔 会稽 二十九年 
会稽（今属浙江绍兴）人，康熙九年

(1670)进士。授内阁中书，历户部主事、

员外郎，刑部郎中，出为淮安知府，致

仕。断案明决，上叹其能。著有《谷韦诗

文集》。妻修嫣，祁彪佳女，工书画。是

为伉俪画家。 

 去舟 进士 1690 

李经政 

  正蓝旗 三十二年 满洲正蓝旗人。历官黄冈知县，松江府海

防同知，淮安知府。英敏清肃，剖断明

决。擢甘肃按察副使、平庆道。   荫生 1693 

王盛周 

  奉天 三十九年 汉军镶红旗人，奉天荫生。由景东府掌印

同知，升淮安知府。累迁山东东兗道，云

南粮储道，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   荫生 1700 

杨朝麟 

 尧薮 奉天 四十三年 奉天正白旗监生。历藁城、文安知县，顺

德府漳河同知，淮安府知府。断狱独到，

文采斐然。累迁山西河东道，江西按察

使。官至江苏布政使。 
  监生 1704 

张建烈 

 显公 镶红旗 四十四年 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历官清平知县，高

唐、海州知州，淮安知府。为政明决，挑

河赈灾，农事渐苏。   监生 1705 

姚陶 

 次耕 会稽 四十七年 
会稽（今属浙江绍兴）监生。由乌延靖边

同知，擢淮安知府。挑好生溪达涧河，再

浚阜城湖，疏罗柳二河，下流通畅，遂无

水患。又开兴文闸，以通舟楫。会擢直隶

霸昌副使，因诬被罢未赴。 

 息园 监生 1708 

梁星煜 

  介休 五十一年 一名梁星熤。山西介休附贡生，历官县

丞、候补主事、苏州府管粮同知、雷州府

海防同知、淮安府知府。   附贡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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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懋 

  永宁 五十五年 永宁人，廪贡。康熙五十五年任淮安知

府。程懋墓在永宁县嶥山鎭北。事迹待

考。   廪贡 1716 

祖秉圭 

1684  奉天 雍正元年 
奉天汉军正白旗人。历桐城、慈利知县，

升户部员外郎，出任淮安知府。体恤民

情，振兴学校。累迁湖广辰沅靖道，安徽

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广西巡抚。后于广

东海关监督任上，因贪污被处斩监候，旋

遇赦。 

1740  岁贡 1723 

王国相 

  镶黄旗 三年 
镶黄旗汉军人。历官四川荣县知县，岳州

府同知，淮安府知府，升西宁道。曾因冒

滥军功、亏空银两两次被劾。   贡生 1725 

刘之顼 

1681  镶蓝旗 四年 奉天镶蓝旗汉军人。历德安府通判，平

乐、庆远知府。雍正四年任淮安知府。迁

西宁道，因侵蚀军需被革。父刘显谟，官

至湖广上荆南道。   监生 1726 

申程章 

 实夫 直隶 六年 
直隶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康熙五十年

(1711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改光州学

正。历海宁知县，擢淮安知府。断狱详

明，虚怀纳谏。好贤爱士，重修儒学。以

劳致疾。后以旷职被劾，归卒。 
 西村 举人 1728 

于本宏 

  大兴 
八年署 

十年任 

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康熙五十二年

（1713）进士。历官盐城、兴化、上海知

县。雍正八年署淮安知府，十年三月实

授。老实忠厚，体恤民情，尝捐俸赈灾。

调苏州知府。卒于官。 
  进士 1730 

朱奎扬 

1703 南湖 山阴 十年署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由监生捐县丞，

历官新阳、元和、天津知县，通州知州，

署淮安知府。累迁易州知州，江宁府知

府，江南河库道，苏松太兵备道，江苏按

察使。因段成功案被劾。后官至光禄寺少

卿。 

  监生 1732 



17 
 

姓  名 
生 

卒 

字 

号 

籍贯 

出身 

任职 

时间 
事        略 

朱定元 

1686 象乾 黄平 十三年 
贵州黄平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

历官高邮州判，淮安山盱通判，淮安知

府，淮扬海道，河南布政使，山东巡抚，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精理学，工诗文。著有《宁静堂诗

文稿》、《河工便览》等。 
1758 奎山 举人 1735 

甘士瑞 

1698  正蓝旗 十三年署 正蓝旗汉军人，由监生任镇江府同知、太

湖水利同知、苏州府管粮同知，历署松

江、镇江、淮安知府，补授衢州知府，迁

湖州知府。祖父甘文焜，官云贵总督。   监生 1735 

杨应瑶 

1701  正白旗 十三年 
正白旗汉军人。历湖州、绍兴府同知，升

淮安知府。创办淮阴书院，即今淮安中学

前身。迁思南知府，因归旗迟延革职。起

补南宁同知，调宁波同知，因回避胞弟浙

闽总督杨应琚，另补江西袁州同知。父杨

文乾，官广东巡抚。 
  监生 1735 

白嵘 

1694 峻岩 奉天 乾隆二年 正白旗汉军人，原籍陕西吴堡。历东昌府

上河通判，兖州府运河同知，苏州、淮安

知府。署淮徐海巡道兼河道，迁西安知

府，升陕西延榆绥道，调榆葭道。   贡生 1737 

刘重选 

 升如 文登 三年署 
文登（今属山东威海）人，雍正二年

（1724）进士。官户部主事，吏部郎中，

甘泉知县，扬州府同知，间署扬州知府，

升淮安知府。累迁云南绥瑶同知，广东高

州知府，致仕。工书。著有《粤东草》一

卷。 
 文叔 进士 1738 

胡振组 

 鸣玉 大兴 四年 
一名胡振祖，顺天大兴（今属北京）籍，

浙江绍兴人。历官工部主事、员外郎，安

陆知府，迁淮安知府。兴文重教，重修府

学，校刊《国朝画徵续录》。官至河南参

政、河北道。 
 非溪 贡生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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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暲 

1686 闇成 静乐 六年 

山西静乐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

人。授福建汀州同知，历官太平知府、芜

湖榷官、池州知府、淮安知府。累迁扬州

水利同知，扬州知府，两淮监运使。仕途

坎坷，曾三次被革。著有《燕诒草》。父

李之檀，官高邮知州。 

1754 鉴溪 举人 1741 

傅椿 

1698  镶黄旗 七年 镶黄旗汉军人。授松江府通判，升高邮、

太仓知州。因卓异擢淮安知府。累迁苏州

知府，苏松道，安徽凤庐道，陕西粮道，

兵部郎中。父傅泽浩，官合州知州。  毅斋 监生 1742 

卫哲治 

1702 我愚 济源 十年 

河南济源拔贡。初署赣榆知县，复调盐

城、长洲知县，海州知州，擢淮安知府。

抗洪赈灾，兴修水利，重振书院，厘订府

志，功莫大焉。迁登莱青道，旋擢山东布

政使。历安徽、广西巡抚，兵部侍郎，官

至工部尚书。 

1756 监泉 拔贡 1745 

吴嗣爵 

1707 尊一 钱塘 十三年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雍正八年

（1730）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官吏部郎

中，常州、保宁知府，湖北、福建学政，

淮安知府，淮扬道，两淮盐运使，江苏按

察使，江苏布政使，江南河道总督。官至

吏部右侍郎。 
1779 树屏 进士 1748 

许松佶 

1693 吉衷 闽县 十三年 
福建闽县人。由吏员历官夏县、万载、南

丰、常熟知县，高邮、海州知州，淮安知

府，安徽庐凤颍兵备道，江苏按察使，江

苏、湖南、甘肃、安徽布政使，官至湖南

巡抚。为政勤慎，刚直不阿。 
1764 青岩 保举 1748 

董权文
[9]
 

1696 体纯 镶黄旗 十四年 辽东（今辽宁辽阳）镶黄旗汉军人。历官

华县、镇安、澄城、蒲城知县，乾州、通

州知州，淮安知府。善救荒，除迷信，重

贤士，振儒学。官至常镇扬通道。 
 彤庵 监生 1749 

赵酉 

 文山 秦州 十六年 秦州（今属甘肃天水）人。历官吴堡、延

长、宝山知县，太仓知州、淮安知府。政

尚严猛。劝民植桑种棉，设局教纺，深得

民心。迁苏州知府，以朱𣆀案被革。 
  拔贡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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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泽梁 

 惠远 祁阳 十八年 
湖南祁阳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初官

礼部员外郎，出为颖州知府，迁淮安知

府。后升淮徐海巡道兼河道，未几致仕，

主讲两粤书院。著有《字音正谬》、《六

书大义》等。 

 更斋 进士 1753 

郭永宁 

1723 撰清 天津 十九年 天津县人。历官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

署和州知州，升淮安知府。累迁淮徐海巡

道兼河道，江宁知府，后以婪索多赃被判

绞监候。 
  监生 1754 

伍诺玺 

1714  满洲 二十一年 一名五诺玺，正红旗满洲人。历官太平府

同知，广信、淮安知府。体民心，有清

名。累迁山西河东道，湖南按察使，湖

北、四川布政使。官至刑部左侍郎。 
  官学生 1756 

李源 

1711 星海 蔚州 二十三年 
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人，乾隆元年

（1736）举人。历官信丰、宁都、光山、

详符知县，陕州知州，擢淮安知府。丁忧

归，服阕补授吉安知府。官至江西盐驿

道。所至能勤其职，多惠政。 

  举人 1759 

王连璧 

1709  归安 二十四年 归安（今属浙江湖州）人，捐州同。历官

阜宁知县，外河同知，淮扬海河务道兼巡

道。因河员絓误革职，留江南效力。补授

淮安知府。 
  岁贡 1759 

姜顺蛟 

1703 禹门 大名 二十七年 
直隶大名（今属河北邯郸）人。历官赣

榆、昭文、山阳、宜兴、无锡、吴县知

县，升太仓知州，署苏州、淮安知府，迁

海州知州，擢淮安知府。兴水利，浚涧

河，严正有威，为治勤勉。以事降调。 
1767  拔贡 1762 

孔传炣 

1713 振斗 曲阜 三十一年 乾隆四年（1739）进士。历官怀安、大兴

知县，江宁府同知，扬州、淮安知府。为

政简易。累迁苏州知府，苏松粮储道，江

苏按察使，福建、江宁布政使。 1779  进士 1766 

福安 

1713  满洲 三十三年 镶黄旗满洲人，历官兵部员外郎，镇洋知

县，邠州知州，广信、淮安知府，升河南

河陕汝道，迁苏松太道，降补常州知府。   举人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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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易 

1719 经初 文登 三十四年 
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历益阳、衡阳

知县，平定州知州，淮安知府。调繁江宁

知府，迁广东惠潮嘉道，江南江安粮道。

官至江宁布政使。著有《惜阴诗草》、

《游雍随笔》、《千志备采》等。 
1778 悔轩 举人 1769 

郑基 

1721 筑年 香山 三十九年 
广东香山人。历官凤台、定远知县。举卓

异，擢寿州知州。迁泗州直隶州知州。擢

淮安知府。浚涧河、市河，开渔滨河、护

城河，壅滞悉通，民便之。升江南分巡

道。卒于任。 
1776 定堂 贡生 1774 

荆如棠 

1719 荫南 平陆 四十一年 
山西平陆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

历官翰林院庶吉士，镇洋、沛县知县，怀

庆府同知，凤阳府知府。因宿州捕役案被

革。起补通州知州。升淮安府知府。爱民

勤政，廉洁自守。官至淮扬道。工书。 

  进士 1776 

何文耀 

1724 振光 荷泽 四十四年 一名何文曜。山东菏泽人。历官辉县、平

和知县，潼关同知，升淮安知府。剖断明

决，耿介自持。迁甘肃巩昌知府。  镜堂 拔贡 1779 

伊辙布 

1737  正蓝旗 四十六年 
蒙古正蓝旗人。历理藩院主事，太仆寺员

外郎，出为淮安知府。疏浚文渠一事，为

人称道。累迁汀漳龙道，福建按察使，福

建布政使。因库银贪纵案被革，死于押送

京城途中。 
1795 守斋 官学生 1781 

冯廷丞 

1728 均弼 代州 四十六年 
山西代州人，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

历大理寺丞，刑部郎中，宁绍台道，台湾

道，江西按察使。因字贯案革职。起署常

州、徐州知府，署苏松粮道，实授淮安知

府，升苏松太道。官至湖北按察使。工

诗，有《敬学堂诗钞》。祖父冯光裕，官

湖南巡抚。 
1784 康斋 举人 1781 

曹廷奎 

  正黄旗 五十二年署 汉军正黄旗人。历淮安通判，署淮安知

府，迁高邮知州，调贵州安顺府同知，署

南笼府知府。卒于苗民起义。父曹城，官

顺宁知府。子曹纶，官独石营都司，因林

清谋逆案被处极刑。 1797  生员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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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澐 

1754 晋阳 单县 五十二年 山东单县人。历官抚州、临江通判，擢南

昌同知，升淮安知府。以丁忧归，服阕选

卫辉知府，调汝宁知府。以军功授江西监

法道，署江西按察使，旋迁常镇通海道。

官至两淮盐运使。父刘峨，官兵部尚书。 
 溉堂 监生 1787 

觉罗长庆 

1750  正蓝旗 五十五年署 满洲正蓝旗人。历内阁中书，江宁府、苏

州府同知，署淮安知府。勘办并全线挑浚

北溪河。累迁和州知州，凤阳府同知，署

宁国知府。实授河南府知府。   官学生 1790 

严守田 

1748 历亭 仁和 五十六年署 

浙江仁和人，寄籍济南，乾隆三十六年

(1771)举人。历知广东阳江、仁化、番

禺、顺德、南海五县。迁南河同知，署淮

安知府。能文章，通晓兵事，处事稳重。

以父去世辞官归里。著有《待松轩诗

存》、《历亭诗钞》等。侄严烺，官江南

河道总督。 

1799 榖园 举人 1791 

许宝书 

1730 含溪 镶红旗 五十九年 
镶红旗汉军人，乾隆十二年（1747）举

人，授陕西三原知县，累迁光州、保德、

平定知州，颖州、淮安知府，广西左江

道，奉天府尹，河南布政使。官至河东河

道总督。严明守正，清廉奉法。著有《含

谿诗草》。 
1802  举人 1794 

李逢春 

1745 煦齐 宛平 嘉庆二年署 
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历官镇江府经

历，金坛县丞，历宝山、丹徒、吴县知

县，海州、通州知州，升徐州知府。左迁

海门厅海防同知，署淮安知府。累迁安

陆、荆州知府。 
  供事 1797 

官懋弼 

1749 萼峰 大兴 二年 
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由举人充四库馆

謄录，议叙知县，累迁惠州、大理府同

知，淮安、饶州知府。因重征枉纵案革

职。起复池州知府。著有《畹香斋吟稿》

八卷。 
  举人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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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端 

1754 肇之 德清 五年 

浙江德清人。历官兰仪通判，睢宁同知，

饶州、淮安知府，署淮徐海道，升河东河

道总督，迁江南河道总督。清中期凡重大

水利工程，均赖其主办。卒于任。著有

《回澜纪要》、《心如诗稿》等。父徐振

甲，官清河知县。 

1812 心如 监生 1800 

李如桐 

 超士 翼城 
七年署 

十一年任 

山西翼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

初任凤县知县，升江宁通判，题补淮北监

掣同知。在江南二十年，历署江都、兴化

二县，泰、高二州，江、淮、徐、扬四

府，数奉檄委，屡有惠政，向为上司倚

重。 

  进士 1802 

曹恒 

 久於 宛平 七年 
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历官江浦、东

台知县，淮安府外河同知，署河库道，升

淮安知府。官至淮扬道。服官河干四十余

年，熟谙河务，从未失事。妻恽怀娥，恽

源濬女，一本家法，画作精雅。 
 纳庵 监生 1802 

冯珏 

  仁和 八年 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历官淮安府山

旴河务通判、同知，署河库道，擢徐州知

府，迁淮安知府。熟谙河工，催漕出力，

屡加恩叙。卒于任。   监生 1803 

张桂林 

1753 秉蟾 峄县 
八年署 

十一年再署 
山东峄县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

人。历官文登县教谕，娄县、南汇知县，

江宁府通判，松江府董漕同知，升通州知

州。其间曾署常州知府，两署淮安知府。

补授凤阳知府，迁潞安知府。   举人 1803 

周锷 

1756 莲若 长沙 八年 

湖南长沙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

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吏部郎中，贵州

学政，淮安知府。迁苏州知府，升苏松太

道。以断狱徇私被革，谪戍伊犁。后赦

归，卒。善画竹，尤精书法。著有《听云

山馆诗钞》等。 

 春田 进士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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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山 

1752 梅天 镶黄旗 九年署 满洲镶黄旗人。历官苏州府总捕同知，署

淮安知府，迁苏州府海防同知，后两署苏

州知府，署常州知府，通州知州。补授河

南府知府。   贡生 1804 

裴显相 

1758 宿塘 清苑 九年 直隶清苑（今属河北保定）人，乾隆五十

四年(1789)进士。历官户部主事、郎中，

记名御史。嘉庆六年为会试同考官，寻外

授淮安府知府。除旧例，遏私枭，奉公守

法，自求心安。因事被革。 
  进士 1804 

朱锡爵 

1767 达斋 大兴 十年 
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原籍萧山。历

如皋、安东、吴县、元和知县，升淮安知

府。累迁江宁知府，山东泰武临道，山东

按察使。官至山东布政使，因徇私废公被

褫职戍边。叔朱珪，官户部尚书。 
 尊一 举人 1805 

达枚 

  镶红旗 十一年署 满洲镶红旗廪生。历官江都知县，江宁府

理事同知，海门海防同知，间署淮安府知

府。督防河工，挑淤济运，克尽厥职。升

徐州知府。   廪生 1806 

马维驭 

1761 懔若 奉天 十一年 
原籍河北大名，随父落籍吉林，乾隆五十

二年(1787)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

郎，施南知府，南阳府知府，淮安府知

府。浚盐河，兴河运，促万余人就业，商

民颂之。加道衔。卒于任。著有《惺庵诗

文稿》。 
1826 惺庵 进士 1806 

王毂 

 禦軨 黟县 十三年 安徽黟县贡生。由四库馆议叙，选授荷泽

县丞，累迁德州知县，泇河同知，淮安知

府。嗜临池，精鉴赏，工书法篆刻。后以

山阳冒赈案被处绞决。 1809 东莲 贡生 1808 



24 
 

姓  名 
生 

卒 

字 

号 

籍贯 

出身 

任职 

时间 
事        略 

张泰 

1783  大兴 十四年代 
顺天大兴（今属北京）监生，祖籍浙江。

遵工赈例捐通判，历淮安府军捕通判，代

理淮安知府。 
  监生 1809 

鳌图 

1750 伯麟 奉天 十四年 
本名于鳌图。汉军镶红旗人，乾隆三十五

年(1770)举人。历官海澄、金山、常熟知

县，太仓知州，徐州、苏州知府，淮徐海

道，淮扬道，江苏按察使。以金山寺僧案

降补淮安知府。升江苏江安粮道。著有

《习静轩集》二十七卷。 
1811 沧来 举人 1809 

赵璠 

 鲁珍 合肥 

十五年署 

二十年再署 

二十三年三署 

安徽合肥廪贡。援例得兵部主事，迁员外

郎、郎中。京察以知府用，历署湖北宜

昌、德安，江苏徐州、淮安、扬州、江

宁，江西建昌、南安、吉安、袁州。年老

告归。其间三署淮安知府。生平轻财喜交

游，诗文名一时。 

  贡生 1810 

胡克家 

1757 占蒙 鄱阳 十五年 江西鄱阳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

历官刑部主事、郎中，惠潮嘉道，湖北按

察使，江苏布政使，漕运总督。以李毓昌

案革。降补淮安知府，累迁淮扬道，江宁

布政使，安徽、江苏巡抚。卒于任。 1816 果亭 进士 1810 

杨頀 

1744 迈功 金溪 十六年 

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

士。授刑部主事、员外郎，延榆绥道，平

庆泾道，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寻以

失察李毓昌案褫职。起复淮安知府，调江

宁，累迁淮海道、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

使，湖北、浙江巡抚。因事降礼部郎中。

引疾归。 

1828  进士 1811 

袁焯 

1775  长山 十六年署 
长山（今属山东淄博）人，历桂平、新

城、河间知县，署淮安知府，擢镇江知

府。 
  监生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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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山 

  正蓝旗 十七年 

满洲正蓝旗人。历邵武、福州、淮安、泉

州府知府。清正爱民，不受私请。 
  监生 1812 

觉罗景宽 

  镶蓝旗 

十九年 

二十三年再

任 
镶蓝旗满洲人，历官理藩院主事、员外

郎，嘉庆十二年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

用。出为河南归德知府，署河库道，两任

淮安知府。迁苏州知府，休致。   监生 1814 

钱有序 

 恕堂 嘉兴 十九年署 浙江嘉兴人。历官砀山、东台、江宁知

县，海门厅海防同知，署通州知州，署淮

安知府，累迁安庆、江宁知府。著有《闲

云偶存》四卷。   附监 1814 

色克精额 

1763  镶黄旗 二十一年代 满洲镶蓝旗人。历刑部主事，漳州同知，

礼部员外郎，太常寺卿，内阁学士，代理

淮安知府。累迁两淮盐运使，理藩院左侍

郎，礼部左侍郎，正红旗蒙古都统。官至

礼部尚书。 1842  生员 1816 

仓斯升 

 伯允 中牟 二十一年署 河南中牟人。历官昭文知县，通州、太仓

知州，苏州府总捕同知，署苏州、淮安知

府，累迁松江、常州知府。在淮留办壩

工，迭抢江河险工，收销勾稽，一毫不

苟。 
  监生 1816 

赵大赤 

  武清 二十四年 

顺天武清(今属天津)人，廪生。历官西坝

料场同知、淮安府知府。官至淮扬道。 
  廪生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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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淳 

1760 浩持 昌乐 二十四年 
山东昌乐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

授刑部主事。历官江防同知，南平、徐州

知府。擢淮扬道。因公镌级，补彰德知

府，累迁泸州、淮安、宁国知府。所至政

绩灿然。著有《宝燕》、《秀远》、《静

役》诸集。父阎循琦，官工部尚书。 
1834 荣园 进士 1819 

俞颖达 

1764 凤台 山阴 
道光元年 

二月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官江宁府通

判，扬州府军捕同知，海门厅同知，海

州、通州知州。道光元年二月授淮安知

府，旋调徐州知府。   议叙 1821 

富斌 

1767 筠圃 镶黄旗 
元年三月任 

七年再任 满洲镶黄旗人。官吏部主事。道光元年三

月授淮安知府，九年仍见。寻补陕西河陕

汝道。著有《纪梦吟草》六卷。  玉栋 
翻译进

士 
1821 

万承纪 

1766 廉山 南昌 四年署 
江西南昌人。以军功叙补宝应知县，迁元

和、山阳知县，因寿州命案等两次被革。

后入百龄幕，补南河海防同知，署淮安知

府。创灌塘法，通漕船者三十余年，河事

赖之。以书画名。著有《雪梦庵诗集》、

《护花幡》传奇等。 
1826  副贡 1824 

许文䛵 

1786  成都 五年署 

一名许文绶，四川成都人。历扬州府同

知，海门同知，间署海州知州，徐州、淮

安知府。迁顺德府同知，擢云南澂江知

府，赏加道衔。因事革职。开复补授丽江

知府，调昭通知府。父许世亨，官广西提

督。 

  荫生 1825 

田锐 

1778 伯颖 阳曲 
七年署 

十年再署 
山西阳曲人。历官淮安府督捕通判，同知

衔署桃南厅通判，署淮安、扬州知府。以

疏于防备盗挖黄河大堤案褫职遣戍。著有

《一溉亭诗钞》。 1844 树皂 荫生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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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庆 

1770 余斋 天津 八年 
天津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初任丰县

知县，后调元和，累迁泰州、太仓知州，

署松江知府，擢淮安知府。潜心河防，引

流疏渠，奉职据法，一如始终。调苏州，

以劳卒官。著有《善舟吟稿》。 
1829 善舟 举人 1828 

李国瑞 

1782 石舟 郑州 九年 
河南郑州人，嘉庆元年（1806）举人。历

官山阳、吴县知县，泰州知州，扬州府海

门同知，淮安、苏州知府，淮徐海道，淮

扬道。以河壖出力，加运使衔。官至江苏

布政使。 
  举人 1829 

塔克兴阿 

  镶黄旗 十年代 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九年二月选授淮安府

督捕通判，越两年署淮安知府。时水灾频

仍，每督率抢护。后因桃源决堤放淤案革

职。    1830 

周焘 

1786 听松 都匀 十二年 

贵州都匀人。历官盱眙县丞，桃源知县，

扬州府海门同知，通州知州。曾署理淮安

知府，后因催趱重运漕船出力，升补淮安

知府。勤明干练，表率有方，于地方河工

情形尤为熟悉。累迁徐州、扬州、常州知

府，官至淮扬道。 

1856  拔贡 1832 

世昌 

  正白旗 

十八年署 

十九年署 

二十年署 

二十二年署 
满洲正白旗人，壬子缙绅作汉军正白旗举

人。历淮安府督捕通判，道光间四署淮安

知府。后迁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 
  生员 1838 

赵廷熙 

1782 子卿 义州 十八年 义州（今属辽宁锦州）人，嘉庆十六年

(1811)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扬州府总捕

同知，署镇江、扬州、徐州知府，升补淮

安知府。累迁淮扬道、江南河库道。以书

画名。   进士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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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 

  正白旗 十九年署 

汉军正白旗人。历官松江府川沙同知，苏

州府太湖同知，扬州府海门同知，间署淮

安知府。 
  监生 1839 

恩龄 

1791 楚湘 正红旗 二十年 
正红旗满洲人。历兵部主事、员外郎、郎

中，署扬州、常州知府，升淮安知府。累

迁徐州知府，淮扬道。著有《述园诗存》

等。 
1876 述园 监生 1840 

朱楹 

 春旉 长兴 二十二年 
浙江长兴人。历官江南邳北通判，海安山

盱同知，历署江南河库道、徐州府知府，

授淮安知府。致仕归。著有《下河集要备

考》四卷。子文馨，官南河同知。   监生 1842 

曹联桂 

 子固 新建 二十二年署 
江西新建人，道光十五年(1835)榜眼进士

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保送河工发往南河

差遣委用，署淮安府知府。以桃北大堤漫

水被革，留工效力。后迁衡州府知府。  馨山 进士 1842 

福楙 

  镶白旗 

二十二年任 

二十六年再

任 
满洲镶白旗人。历苏州府总捕同知，升淮

安知府。修筑四十里运河西太平圩，以御

洪泽湖水，乡民谓“福公堤”。官至淮扬

道。   监生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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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亨达
[10]

 

 伯鸿 昌黎 

二十五年署 

二十九年再

署 

河北昌黎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

人。历官刑部员外郎、郎中，署淮安知

府。丁忧归，服阕补扬州知府，调江宁知

府，兼署盐巡道。卒于太平军起义。父元

煜，官漕运总督。 1853  举人 1845 

许梿 

1787 珊林 海宁 二十六年 
浙江海宁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选

直隶知县，未赴。历官山东平度知州，淮

安、镇江、徐州知府。方改海运，沉着应

对，捍灾赈荒，吏事精敏。官至江苏粮储

道。著有《识字略》、《古韵阁宝刻录》

等。 
1862 叔夏 进士 1846 

胡调元 

1787 心梅 长汀 二十八年署 
长汀（今属福建龙岩）人。历官刑部员外

郎、郎中，安庆知府，庐凤道。降署淮安

府知府。累迁淮扬道，常镇通海道，盐法

道，江苏布政使。因镇江失守革职。   副贡 1848 

王梦龄 

1798 雨山 大兴 二十八年 籍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广东雷州人。

历官沭阳县知县，扬州、江宁同知，淮安

知府。累迁苏州知府，淮徐道，江苏按察

使，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兼署江南

河道总督。因病卒于淮安府邸。 1866  监生 1848 

恒廉 

  正红旗 二十九年 满洲正红旗人。历官兵部郎中，山海关监

督，淮安知府。督率士民抵抗捻军起义，

力保危城不失。因陪同漕运总督庚长观戏

革职留任。 
  举人 1849 

陶金诒 

  滁州 咸丰十年署 安徽滁州人。历官贵州贵定、普定、兴义

知县，郎岱厅同知，归化厅通判。道光末

改发江苏，累迁江浦、六合知县，淮安府

督粮通判，署淮安知府。 
  附贡 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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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培瑚 

1809 铁山 连平 十一年署 
广东连平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

士。历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刑科、工科给

事中，陕甘乡试副考官，扬州知府，署淮

安知府，江苏补用道，署淮徐扬海道。著

有《自怡斋诗草》一卷。子钟骥，官浙江

布政使。 

 夏廷 进士 1861 

顾思尧 

 勳卿 武威 同治元年 甘肃武威举人，历官宿迁、阜宁、山阳知

县，淮安知府。建养幼堂，浚旧市河。政

尚威猛，治办严厉，人谓其类前守赵酉。

卒于任。 1863  举人 1862 

章仪林 

1812 秋亭 固安 四年 
顺天固安(今属河北廊坊)人，祖籍浙江。

历官南河通判、同知，江苏候补知府，升

淮安知府。浚河筑城，抗倭御敌，赈灾

荒，葺书院，任事益力，淮民德之。卒葬

郡城外。 
1877  监生 1864 

存葆 

 王秉

韬 
正黄旗 八年 

汉军正黄旗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

历吏部额外主事，监察御史，通州海门同

知，升扬州府知府，兼署江南盐法分巡

道。累迁江安粮道，江宁知府，淮安知

府。 
1882  进士 1868 

孙云锦 

1821 海岑 桐城 

光绪元年署 

六年补 

八年再任 

安徽桐城人。道咸间入曾国荃幕，力助其

攻打太平军。此后历江苏通州知州，升淮

安知府，累迁江宁、开封知府。卒于任。

著有《流离杂记》、《宦游偶录》、《杂

文仅存》等。 1892  贡生 1875 

罗章 

 少捷 成都 

七年署 

十四年再署 

二十四年三

署 

四川华阳人。历官广东补用知府，安徽候

补知府，其后三署淮安知府，补徐州知

府，累迁江宁、扬州、镇江知府。卒于

任。 
1908 少哲 监生 1881 

恩诚 

1847  镶白旗 十三年 
满洲镶白旗人。历官礼部员外郎、郎中，

出为淮安知府。因办理河工出力，保奏赏

加三品衔。逾年以丁忧归。  明斋 廕生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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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镇 

1832 冰臣 歙县 十四年代 

安徽歙县人。历南河堰圩同知。郑州黄河

决口时，建议引水直入运河，长淮千余里

得免于难。旋署淮安知府。官至江苏候补

道。为政谨肃，雷厉风行。晚好谱录之

学。著有《桃花潭馆诗存》等。子鲁门，

名咏，以字行，亦曾官山阳知县。 

1903   1888 

张球 

1827  古浪 十五年 甘肃古浪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历官

刑部员外郎、郎中，后发往江苏，以候补

知府用。因海运案有功，累加盐运使衔及

二品顶戴。擢淮安知府，迁徐州知府。  筱云 举人 1889 

桂中行 

1833 履真 江西 十七年署 
江西临川人。历署合肥、蒙城、阜阳知

县，升补徐州知府，署淮安知府，调苏州

知府。累迁湖南岳常澧道，广西按察使，

复调湖南按察使。所至有声，官江南最

久，民尤爱之。 
1897  廪贡 1891 

万青选
[11]

 

1818 泉甫 南昌 十八年署 顺天宛平籍，江西南昌人。是为周恩来外

祖父。以县主簿积资晋升知县，历官盐

城、上元、安东知县。咸丰光绪间三任清

河知县，筑圩寨，劝农桑，浚文渠，赈饥

荒，民拥其德。晋徐州府湖团同知，署淮

安知府。祖父万承纪，亦曾署淮安知府。 
1898 少筠 监生 1892 

徐乃昌 

1868 积余 南陵 二十年署 安徽南陵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

人。历官江苏候补知府，淮安知府，江南

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为官清正。清亡

后，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为近代著名学

者。著有《积学斋藏书志》等。 1943 随庵 举人 1894 

许宝书 

1830  宛平 二十五年 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祖籍浙江钱

塘。历官两淮盐运使司盐知事，海州、通

州、泰州分司运判，署淮北监掣同知，升

淮安知府。著有《淮北票盐续略》。 
1901 阆轩 监生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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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勋 

1854 元鬯 善化 

二十八年任 

三十一年再

任 

湖南善化人。由监生报捐郎中，改捐知

府，指分云南试用。历云南、江苏候补知

府，补授淮安知府。其间以办赈延宕被

革。起复，署扬州知府，迁徐州知府。   监生 1902 

汪树堂 

1850 剑星 浙江 二十九年署 浙江余杭人。历官刑部、户部员外郎，句

容知县，通州、海州知州，署淮安知府，

兼淮安关监督。力施新政，改丽正书院为

淮安府中学堂，挑浚涧河，咨查钞关积

弊。父元方，官太子少保、军机大臣。 1917  监生 1903 

桂殿华 

 厚之 石埭 三十二年署 安徽石埭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

以主事分部学习，历江苏候补知府，署淮

安知府，迁署扬州知府。民国元年被推选

为安徽省临时议会议员。   进士 1906 

姚绳武 

1874  归安 三十三年署 
浙江归安人。报捐同知，历江苏候补知

府，署淮安知府。以办理统捐不力降补为

通判。   附贡 1907 

承璋 

1847  镶篮旗 三十三年署 
满洲镶篮旗人。历官兵部笔帖式、主事、

员外郎，镇江府知府，署淮安知府。温厚

和平，整躬率属，为事勤勉。   生员 1907 

许星璧 

 东畬 善化 三十三年 湖南善化人。由江苏候补知府，历署镇

江、常州、江宁知府，补授淮安知府。以

丁忧归。宣统元年任江南财政局提调，民

国初任江苏国税厅厅长。   监生 1907 

吴炳仁 1840 莼甫 盱眙 三十四年署 
安徽滁州人。由附贡生报捐郎中，历官大

胜关税务，江苏候补知府，署扬州、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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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附贡 1908 

知府。著有《味无味斋诗集》、《约园存

稿》等。叔父吴棠，官闽浙总督。 

应德闳 

1870 季中 永康 三十四年署 浙江永康人。历江苏补用知府，署淮安知

府。迁巡抚衙门总文案，署江苏布政使，

旋卸任。民国初出任江苏省民政长。父应

宝时，官江苏按察使。 1913 伊泉 进士 1908 

杨钟羲 

1865 子勤 正黄旗 
三十四年 

七月 

汉军正黄旗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

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浙江候补知府，

补襄阳知府，调署安陆知府，迁淮安、江

宁知府。入民国，以遗老终。熟于一代掌

故，诗词均臻上品。著有《雪桥诗话》、

《圣遗诗集》等。 

1939 雪桥 进士 1908 

刘名誉 

1861 嘉树 临桂 
三十四年 

十二月 

临桂（今属广西桂林）人，光绪六年

（1880）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琼

州、江宁、淮安等府知府。晚年回桂，任

桂山中学校长。著有《余乐园诗钞》、

《竹雨斋诗抄》、《纪游闲草》等。 

  进士 1908 

 

注： 

[1]据《乾隆汾州府志》卷十九载：“任光祖，山西介休人。洪武十八年以

才荐授淮安府知府。”因无他证，暂依原府志“六年任”。 

[2]《光绪盐城县志》卷八：“又洪武二十九年，有主簿蔡叔瑜尝修广惠䃮，

以捍海潮。又创建大通䃮。见河渠志。”其任知府时间存疑。 

[3]《乾隆淮安府志》卷十八：“傅济川，武宁人。不知何时由辟荐知淮安

府。”。查《同治武宁县志》卷二十二·辟荐：“傅济川，顺义乡人。洪武中举

人才，官淮安知府。”又见《光绪江西通志》卷二十。 

[4]李琦，《光绪淮安府志》等谓无考。查《同治南安府志》、《民国南康县

志》，其为洪武中乡贡，则任淮安知府时间，当在洪武末、永乐初。 

[5]刘祥，《乾隆淮安府志》名刘详。误。 

[6]丽水张敦仁，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无其名录。

今从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陈文新《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补。 

[7]蔡扬金，《江苏省通志稿》载其任淮安知府为嘉靖二十三年。误。 

[8]刘祜，历代《淮安府志》、《山东通志》、《山西通志》等皆“祜”、

“祐”二名共存，盖由形似而讹误已久。参考《乾隆掖县志》等文献，应为“祜”。 

[9]董权文，《光绪淮安府志》等作董权。据《清实录》、《清代官员履历档

案全编》改。 

[10]魏亨达，《清国史》作魏亨逵，误。据民国《河北昌黎县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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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青选，《光绪淮安府志》、《江苏省通志稿》等无其署任知府记载。

据周龢鼐 1894 年中举资料，万青选为“花翎盐运使衔，现任徐州运河同知前代

理淮安府知府。”又万青选为宿迁黄铭庆捐田一事作《向善堂捐田碑记》，文末

注有“光绪十八年署淮安知府南昌万青选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