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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简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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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罗传道
[2]
 

(1324－1392) 

安徽歙县  名宣明，字传道，号易庵。以字行。元末乱

起，慷慨散家资御巨盗，妻、子同死于寇难。

洪武元年授山阳知县。重教兴文，重建山阳县

学，有“山阳之政冠南北”之誉。其八世祖罗

汝楫，官宋吏部尚书。 
洪武元年任 1368 

郭进
[3]
 

山西太平  
洪武初以荐辟授山阳知县，升淮安府同知，迁

安徽无为州知州。 
洪武初任  

凌泽 

  
洪武六年任山阳知县。重修山阳县学，创设养

济院，惠政颇多。 
六年任 1373 

和钧
[4]
 

山西壶关 举人 
山西壶关人，洪武六年举人。历卢龙、山阳两

县知县。 
洪武中任  

张仲经
[5]
 

浙江太平  

浙江太平人，洪武年以荐辟授山阳知县。 
洪武中任  

周泽
[6]
 

福建连江 岁贡 福建连江人，洪武二十一年岁贡。授山阳知

县。捐俸赈灾，节俭亲民。升南京巡城御史。

后出使咸阳，以事谪戍天津卫。 洪武中任  

胡嗣宗
[7]
 

浙江萧山 进士 
浙江萧山人，洪武二十七年联捷进士。官山阳

知县。 
洪武末任  

毛翀
[8]
 

河北新乐 岁贡 
河北新乐人，永乐三年岁贡。官山阳知县。 

永乐初任  

黄清
[9]
 

  

永乐中任山阳知县。生平俟考。 
永乐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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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何浚
[10]

 
浙江萧山 岁贡 

浙江萧山人，永乐十四年岁贡。官山阳知县。 
正统九年任 1444 

李浚 

  

天顺四年任山阳知县。生平俟考。 
天顺四年任 1460 

胡节
[11]

 

浙江龙游 举人 
浙江龙游人，天顺三年举人。官山阳知县。 

天顺中任  

冯韺 

(1430－?) 

江西浮梁 进士 字惟和，江西浮梁人，景泰五年进士。授翰林

院庶吉士，出为山阳知县。廉能公正，抚按勤

劳。以治行优等升通州知州。 天顺末任  

劳钺 

(1426－1476) 

江西德化 进士 字廷器，江西德化人，景泰五年进士。历知江

浦、临清、山阳三县，爱民如子，百姓亲之。

升太仆寺丞，出为湖州知府。卒官。 成化初任  

张淮 

(1441－1498) 

河南襄城 进士 字邦镇，河南襄城人，成化五年进士。授山阳

知县，清介不阿，惠政颇多。累迁巡按陕西御

史、陕西左布政使，官至右副都御史顺天巡

抚。 成化中任  

郭进 

(1429－?) 

陕西咸宁 进士 字用之，陕西咸宁人，成化二年进士，任山阳

知县。刚明果断，不避权贵，减夫役，省公

费，悉心为民。以疾卒官，民痛悼之。 成化中任  

赵富 
陕西蒲城 举人 

陕西蒲城人，成化元年举人。任新安知县，迁

知山阳。以德化民，尤以清白著称。 
弘治初任  

杨璋 

(1466－?) 

湖广孝感 进士 字廷宜，弘治三年进士。任山阳知县。才识通

明，于学校、刑狱之事尤所用心。累迁巡按山

西监察御史，江西岭北道副使，江西按察使。 弘治四年任 1491 

王琮 

(1456－?) 

直隶高阳 进士 字玉振，少有才名。弘治九年进士，任山阳知

县，明恕而断，有为有守，平易近民。仕至刑

部主事。 弘治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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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张𤩽
[12]

 

山东福山 举人 成化十六年举人。历怀远、宿迁知县，以政事

优异调山阳知县。雪冤狱，活百余人。累迁山

西隰州、霍州知州，升浙江绍兴府同知。 弘治中任任  

霍恩 

(1470－1511) 

茂山卫 进士 字天锡，弘治十五年联捷进士，任山阳知县。

秉公履信，才识过人。有惠政。以外艰去。起

补安邑知县，迁上蔡知县。流贼破城，不屈

死。赠光禄寺少卿。 十五年任 1502 

常在
[13]

 

(1472－?) 

山西榆社 进士 字守德，弘治十八年进士，授山阳知县。处事

敏决，以才干称。持身廉谨，抚民仁恕。升广

东道监察御史，累迁河间、保定知府。子应

文，进士，上海知县。 十八年任 1505 

邢昭
[14]

 

(1462－?) 

顺天三河 进士 
字孟明，弘治九年进士。授洪洞知县，升监察

御史，巡视两浙盐政。忤刘瑾，谪山阳县丞，

升知本县事。吏畏民怀。复为御史。终汝宁知

府。 
正德初任  

翟茂 
山东历城 举人 成化十三年举人。历温州府通判，累迁山阳、

太谷知县。 六年任 1511 

乐頀 

江西临川 进士 字鸣殷，弘治十八年进士，历知宣城、山阳两

县，精于吏治，剖断如神，持己廉俭，莅事敏

明。擢南京户科给事中，进光禄寺少卿。以事

降宿州知州。累迁河南佥事，陕西参政。 正德八年任 1513 

李天畀 

山西交城 举人 弘治八年举人。历山阳、盱眙县知县，敦实不

华，民所敬服。升庆阳府推官，迁直隶河间府

通判。兄天赋，进士，官尚宝司少卿。 九年任 1514 

冯泽 
河南仪封 举人 河南仪封人，弘治十四年举人。正德十年授赣

榆知县，旋调知山阳。 十一年任 1516 

张鹤 
  

正德末任山阳知县。生平俟考。 
十四年任 1519 

王行可
[15]

 
山东武城 举人 弘治十七年举人。历山阳知县。累迁刑部员外

郎，以忤权贵致仕。父王问，进士，官山西参

政。 嘉靖初任  

沈垔
[16]

 
浙江平湖 进士 嘉靖五年联捷进士，历山阳知县，迁知盐城。

以劳著称。弟垣，亦进士，官惠州知府。 嘉靖六年任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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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姜润身 

山东胶州 进士 锦衣卫籍，乡贯胶州，嘉靖五年进士。历盐

城、山阳知县，选授监察御史，先后巡按山

西、直隶。升顺天府府丞。致仕。 八年任 1529 

王汝楫 

(1492－?) 

山东德州 进士 字利民，嘉靖八年进士。历山阳知县，累迁巡

按山西监察御史，山西按察司副使，井陉兵备

道，西宁道。 十年任 1531 

周如山 
浙江常宁 举人 嘉靖元年举人。历泰顺、山阳知县，节里费，

周贫生，好贤礼士，劝农富民。升漳州府通

判。 十四年任 1535 

黄日敬 

福建莆田 举人 
字时简，号壶淙，前淮关监督黄相子。正德十

一年举人，历崇仁、山阳知县，迁南京户部主

事，兼督淮榷。廉洁自持，百废俱举。累升南

京兵部总巡郎中、常德知府，官至两浙盐运

使。 
十九年任 1540 

蔡士达  
福建同安 举人 

嘉靖十六年举人，历官山阳、鹿邑知县。 
二十二年任 1543 

薛樟 

(1513－?) 

山东历城 进士 字子乔，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山阳知县，擢

广东道监察御史。因疏劾严嵩，遂挂冠归。著

有《兰台奏议》。 二十四年任 1545 

庄莅民 

(1509－1599) 

直隶东光 进士 
字善甫，号礼斋，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山阳

知县。刚正不阿，治行誉播，人称“庄山

阳”。擢刑部郎中，出守西安知府。旋升陕西

按察司副使、分巡河西道，累迁云南参政、山

西行太仆寺卿。著有《宣达录》。 
二十七年任 1548 

史朝宜
[17]

 

(1514－1581) 

福建晋江 进士 
字直之，号方斋，嘉靖三十二年与弟朝富同登

进士第。授山阳知县，体恤民隐，不阿权贵。

擢户部主亊，历琼州知府、广东按察副使、浙

江参政、广东按察使，官至湖广右布政使。著

有《易说》等。子继偕，官吏部右侍郎兼东阁

大学士。 
三十二年任 1553 

田孔暘
[18]

  
山东恩县 举人 嘉靖十六年举人。任山阳知县。重修儒学，抗

击倭寇，士民为立石建碑。 三十六年任 1557 

范国辅  
浙江余姚 举人 浙江余姚人，嘉靖二十五年举人。任山阳知

县。 三十八年任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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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莫期尹  
贵州宣慰司 举人 

贵州宣慰司籍，嘉靖三十七年两京十三藩乡试

解元。历官山阳知县。 四十一年任 1562 

徐应元  

四川内江 举人 
字子真，四川内江人，嘉靖三十四年举人。历

官山阳知县。 
四十二年任 1563 

杨松 

(1529－?) 

河南卫 进士 
字惟乔，号泰丰，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山阳

知县，升工部主事、山西道监察御史。因事谪

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后，历庐州推官、工部

营缮司员外郞、湖广佥事、山西右参议，终陕

西按察副使。 
四十四年任 1565 

高时 

(1537－?) 

山东济阳 进士 
字念吾，号师孔，隆庆二年进士。授山阳知

县。值淮水泛溢，多方赈恤，筑堤二百余里。

历户部主事、郎中，出为徽州知府。累迁浙江

按察副使，山西右参政，陕西按察使，山西左

布政使。卒于官。 
隆庆六年任 1572 

李贞 

(1537－?) 

颖川卫 进士 
字元之，嘉靖三十一年举人，隆庆五年进士。

历山阳进士，升襄阳府同知。 
万历元年任 1573 

胡希舜  

河南原武 进士 字用中，号见虞，原籍山西临晋，万历二年进

士。官山阳知县，迁直隶真定知县。因治绩茂

著，选吏科给事中。累升山东按察副使，陕西

左参政。 三年任 1575 

鲁锦 

(1547－?) 

浙江山阴 进士 字文叔，万历五年进士。历山阳知县，助潘季

驯议开新河，筑堤千丈，逾月告竣。升刑部主

事，以忤张居正谪广德州判官，迁定陶知县。 八年任 1580 

张光绪 

(1556－?) 

河间卫 进士 字少泉，万历十一年进士。任山阳知县，考选

陕西道监察御史。累升四川按察司佥事、上川

南道副使。 十三年任 1585 

曹大咸
[19]

 

(1556－1613) 

湖广江陵 进士 字元和，号翼云，万历十四年进士。历知盐

城、山阳两县。廉慎自矢，贪吏畏法。擢礼科

给事中。后因赵南星事去官。 十九年任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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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何际可 

(1566－?) 

河南卫 进士 字海仑，万历二十年进士。历山阳知县。宽仁

大度，不事苛细。值水患频仍，乃缓催科，惟

事抚循。民感其德。 二十四年任 1596 

王建中 

(1555－?) 

浙江平湖 进士 
字铭新，号寰宇，万历十四年进士。历刑、户

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分巡漳南道。因

事谪山阳知县。累官河东都转运盐使司运判、

参议。 
二十七年任 1599 

杨师孔 

(1568－1629) 

贵州卫 进士 
字愿之，号鲁源，原籍江西庐陵，万历二十九

年进士。授山阳知县，擢户部主事。累迁工部

郎中，云南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

副使临沅道，官终浙江参政。著有《秀野堂全

集》、《远游漫记》。子文骢，官兵部右侍

郎。 
三十年任 1602 

张师孟 

(1564－1624) 

河北曲周 进士 
字浩之，号泰岩，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山阳

知县，崇学文，修堤防，关心民众利病，父老

为建淮上纪绩碑。累迁四川道御史，先后巡按

两浙、京营，出任应天乡试同考官。官至太仆

寺少卿。 
三十五年任 1607 

卢洪珪 

(1573－1637) 

浙江东阳 进士 字君瑜，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山阳知县。不

畏强梁，缉盗除恶，与民生息，誉满南畿。擢

礼部主事，历礼部郎中、徽宁兵备道，迁福建

右布政使归。 四十一年任 1613 

练国事 

(1582－1645) 

河南永城 进士 字君豫，号任鸿，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沛县

知县，以廉能调繁山阳。浚河增堤，兴利除

弊，举江北卓异第一。擢监察御史。累迁右佥

都御史巡抚陕西，因事遣戍。起为户部左侍

郎，官终兵部尚书。 四十七年任 1619 

孙肇兴 

(?－1662) 

山东莘县 进士 字兴公，号振宗，天启二年进士。授山阳知

县，均田赋，修涵闸，兴文课士，深得民心。

升工部主事，历天津兵备道。清初仍复原官，

累迁山西按察司副使，广西左布政使。仕至工

部左侍郎。 天启二年任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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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朱国栋 

(?－1642) 

陕西富平 进士 
字元培，号西昆，天启二年进士。历芜湖休宁

山阳安东 4县知县，俱有政绩。入觐授户科给

事中，累迁刑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山永

巡抚，仕至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著有

《抚关奏议》、《谏垣存稿》等。 
崇祯元年任 1628 

王正志 

(1585－1649) 

直隶静海 进士 
字逢源，号灏夫，崇祯元年进士。由蒙城知

县，累迁山阳知县、吏部给事中、太仆寺卿、

户部左侍郎。清初征补原官，历兵部右侍郎，

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在大同兵变中战死。

追赠右都御史。著有《燕山咏》。 
五年任 1632 

黄文焕 

(1595－1664) 

福建永福 进士 
字维章，号坤五，天启五年进士。历番禺、海

阳、山阳三县知县，皆有政声。崇祯召试，擢

翰林院编修，升左中允。受黄道周案牵连，同

下狱。事雪，侨寓金陵。文章淹博，著有《诗

经嫏嬛集注》、《楚辞听直》等。 
五年任 1632 

刘景绰  

四川内江 进士 字练溪，崇祯十年进士。历山阳知县，爱民养

士，颇著循声。累迁户部郎中、淮扬道。入

清，任江阴知县。时当战乱，加意抚绥。未

几，因缓催科解官。 十二年任 1639 

金和  

浙江平湖 进士 字燮之，号绳阳，崇祯十三年进士，授溧阳知

县，调繁山阳。请添设山清厅同知，民甚便

之。迁刑部云南司主事，历四川司员外郎、郎

中。入清不仕。 十五年任 1642 

汤芬
[20]

 

(1610－1646) 

浙江海宁 进士 
字方侯，号刚中，浙江海宁籍，海盐人，崇祯

十六年进士。官山阳知县。以孤介被漕督劾

罢。旋由史可法疏荐，任监纪推官。南明隆武

初授监察御史，累迁参政、福建兴泉道、福宁

道。后战死于宁德。 
十六年任 1643 

黄瑶
[21]

  
四川重庆  

四川重庆人。顺治二年任山阳知县。 
顺治二年任 1645 

王文栋 

(1603－?) 

直隶盐山 进士 字乾石，直隶盐山籍，湖广黄冈人，崇祯十六

年进士。入清授山阳知县，调知山东莱芜县。 三年任 1646 

王佐  
奉天锦州  奉天锦州人。顺治五年任山阳知县，八年由总

漕吴惟华参革。 五年任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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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宋士俊 

(1622－?) 

山东高密 进士 字嘉生，号东涛，崇祯九年举人，顺治六年进

士，官山阳知县。嗣后再未出仕。于乡里颇孚

众望，卒祀乡贤。 八年任 1651 

许重华 

(1632－?) 

河南太康 进士 字松牖，顺治九年进士，授山阳知县。决疑

狱，善治盗，称神君。补怀集知县，迁冀州知

州，擢临洮知府。仕终浙江温处副使。著有

《书绅集》、《公余草》。 九年任 1652 

李祥光 

(?－1658) 

山西翼城 进士 字二昭，顺治六年进士，初任陕西城固知县，

补调山阳知县。顺治十五年，因“江南科场

案”，与淮安推官卢铸鼎同被绞于西市。 十一年任 1654 

张世锳
[22]

  

浙江武康 恩贡 号颐石，顺治间岁贡生。任山阳知县。诚朴不

阿，一意恤民。时黄河堤决，摇役繁多，力争

减之。寻以违檄放归。 十五年任 1658 

谷元亨  
顺天丰润 进士 字大也，号嘉廷，顺治五年举人，十二年进

士。官山阳知县。有政声。寻归，读书课子。

子六人，皆有文名。 十六年任 1659 

朱禹锡  

浙江山阴 选贡 
字揆叙，顺治十二年恩贡生，官山阳知县。在

淮数年，以爱养百姓为务，剔弊摘奸，裁抑苛

征，疏狱赈饥，清操如水。升吏部稽勋司主

事。 
十八年任 1661 

刘五龙  

山西吉州 贡生 
字五珑，顺治间拔贡。历山阳、英山二县知

县。行取兵部主事，升郎中，出为安庆知府。

致仕归。清洁自励，政声颇佳。弟五孚，康熙

进士。 
康熙五年任 1666 

邵士
[23]

 

(1633－?) 

浙江萧山 进士 号止庵，名黄邵士，本姓邵。山阴人，入萧山

籍，顺治十五年进士。历潮州府理刑推官，山

阳知县，沂州知州。俱有惠政。 八年任 1669 

王汝钦  
福建闽清 举人 字程夫，顺治十四年举人。历山阳知县，升内

阁中书。 十一年任 1672 

柳天桢  
奉天辽东  

辽东人，康熙十四年任山阳知县。 
十四年任 1675 

薛云奇  
福建南安 岁贡 康熙间岁贡。授山阳知县。重建县署，颇有建

树。升知云南景东分府。 十六年任 1677 

赵昌文  
广西全州 举人 

康熙五年举人，任山阳知县。 
二十一年任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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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王命选  
湖北武昌 监生 字万青，咸宁监生。官山阳知县。祟文重教，

捐俸重修漂母祠。 二十三年任 1684 

李拱垣  
奉天 监生 奉天镶白旗汉军监生。任山阳知县。主持修撰

康熙山阳县志。后以事被论去职。 二十五年任 1686 

崔靖 

(1646－?) 

山西闻喜 进士 
字小卫，康熙十八年进士。授山阳知县。制纺

车散布民间，推蚕桑技法，促耕兴农。迁云南

定边知县，署楚雄知州。滇民呼为崔青天。卒

于官。 
二十七年任 1688 

朱文瑞
[24]

 

 

浙江余杭 贡生 
顺治十七年副贡。官山阳知县。 

二十九年任 1690 

郑釴  
浙江钱塘 监生 浙江钱塘监生，康熙中任山阳知县。奉檄疏浚

常家圩河，多年后民田犹赖宣泄。 三十一年任 1692 

刘作梅  

福建惠安 进士 字和少，康熙三十年进士，官山阳知县。值河

决，开仓赈贷，设厂施粥。减夫役，擒盗贼。

尤留心学校，文教方兴。卒于官。 三十五年任 1696 

鲍学沛
[25]

 

(1669－?) 

山东滕县 监生 
山东滕县监生，题授山阳县丞，间署山阳知

县。谙熟河工，受康熙帝嘉奖，升授青浦知

县。累迁长洲、阳武知县，开封上北河同知。

卒于任。 
三十六年署 1697 

顾鸣阳
[26]

  

浙江海盐 进士 
字岐雝，康熙三十年进士，授山阳知县。裁旧

规，惩猾吏，申免赋税，民困渐甦。力崇学

校，所拔士先后登甲科。后以缉盗未得罢官

归。 
三十七年任 1698 

孙式恂 

(1662－?) 

山东莱阳 进士 字元鲁，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陕西伏羌知

县，以忧归。服阙，迁山阳知县。 四十年任 1701 

陈鹏年 

(1663－1723) 

湖南湘潭 进士 
字北溟，号沧洲，康熙三十年进士。历西安、

山阳知县，海州知州，江宁、苏州知府，官至

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河道总督。疏通淮

河，开挖引河，经理谋划，使黄淮畅达。病卒

于任。长于诗文书法，著有《恪勤集》、《道

荣堂文集》等。 
四十一年任 1702 

武柱国  

镶黄旗 监生 字鼎臣，满洲监生。官山阳知县。康熙四十六

年南巡时，因奏对称旨，赐以诗幅，特授泰州

知州。其女被世宗胤禛追封为宁妃。 四十二年任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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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陈永贞
[27]

 
浙江  

浙江人，康熙四十六年任山阳知县。 
四十六年任 1707 

方名 

(?－1712) 

安徽歙县 举人 字宾实，湖广保康籍，安徽歙县人。康熙二十

年举人，官山阳知县。五十年，因江南乡试科

场案被斩于市。 四十八年任 1709 

文忠栋 
广西全州 举人 康熙二十年举人。官安东知县，间署山阳。为

人直朴，不设城府。以事左迁。父秉濂，沂州

知州。 四十九年署 1710 

卞永煜 
镶黄旗  

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以通判署任山阳知

县。 五十年署 1711 

解以敬 

江西永丰 举人 字畏三，康熙二十三年举人。官山阳知县。抗

旱放赈，亲核灾情。执法不阿，然宽待贫民。

升主事。士民为立去思碑。 五十一年任 1712 

韩炜 
山西  

山西人，康熙五十二年任山阳知县。 
五十二年任 1713 

姚世璠  
浙江归安  

浙江归安人。康熙四十七年任沭阳知县。间署

山阳知县。 五十四年署 1715 

徐恕  

山东临清 进士 康熙四十一年举人，四十五年进士。官山阳知

县，升海防同知。崇文重教，先后重修淮阴侯

庙、徐节孝祠等。著有《修敬堂文集》。 五十五年任 1716 

侯建猷  
顺天 监生 顺天人，监生。历山阳主簿、县丞，署任山阳

知县。 五十七年署 1718 

冯仲烰  
直隶南乐 举人 字元蒸，康熙二十年举人，官浦江知县。丁忧

起补山阳知县。力革赋税殷繁诸弊，民困以

苏。以病告归。 五十八年任 1719 

杨三炯  

浙江诸暨 举人 字千木，号南乔，康熙四十四年举人。历江都

县丞，补淮安高堰通判，署山阳知县。累升兖

州府运河同知、山东兖宁河道。少好任侠，与

戴名世、方苞交游，名动京师。 六十年署 1721 

董钟豫  
山西平定 举人 康熙三十五年举人。补山阳知县。父董笔，官

蒲城县丞；兄弟钟咸、钟萃、钟晋、钟谦皆为

举人。 六十一年任 1722 

罗珮
[28]

  
浙江会稽 监生 浙江会稽监生。历山阳县丞，雍正元年、四年

两任山阳知县。 雍正元年任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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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籍    贯 

任职时间 

出身 

纪年 
事         略 

齐淑伦 

(1689－?) 

直隶鸡泽 进士 
康熙五十四年进士。留京教习，年满任江南清

河知县，间署山阳四旬。为政勤谨，颇娴吏

治。迁湖广兴山知县。因漕米案降调抚宁教

谕。 
四年署 1726 

姚正宣  
镶白旗 笔帖式 镶白旗人，笔帖式。历淮安府通判。署山阳知

县。 四年署 1726 

黄寅  
山东即墨 举人 山东即墨人，由廩生中式雍正四年举人，署任

山阳知县。 五年署 1727 

程廷俨 

(1681－?) 

浙江归安 监生 浙江归安监生。捐兵马司副指挥，题补邳州州

同，署兖州府张秋河捕通判，任山阳、安东知

县。 六年任 1728 

蔡璠  
厢红旗 监生 辽东人，康熙五十年例监。考授州同，以通判

即用。任安东知县，迁山阳知县。 七年任 1729 

佟时昌  
正蓝旗  

昌原作菖。奉天正蓝旗人，任江南江都县县

丞。署山阳知县。因案犯脱逃被革。 八年署 1730 

傅宇  

浙江仁和 举人 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官山阳知县。监修河务，

资给流民。清廉惠爱，勤慎抗直。以忤上官被

劾，旋复任。卒于官。 九年任 1731 

叶存仁 

(1710－1764) 

湖广江夏 保举 
字心一，号墨村，湖北江夏监生，在江南河工

效力期间署山阳知县。累迁淮扬道，安徽按察

使，浙江布政使，刑部右侍郎，河南巡抚。仕

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河东河道总

督。著有《补拙诗集》。 
十一年署 1733 

汪凤英  
浙江归安 岁贡 字池客，雍正间保举贡生，官山阳知县，迁金

坛知县。 十一年任 1733 

饶万鉴 

(1688－?) 

湖南长沙 廪贡 长沙县贡生，官山阳知县。迁丰县知县，署旌

德县知县。因事革职。复补嘉善县知县。 十二年任 1734 

金祖端  
浙江嘉兴 监生 浙江嘉兴监生。历赣榆知县，署山阳知县，迁

知泰兴。卒于任。 十二年署 1734 

焦育龙  
陕西长安 贡生 

陕西长安贡生。署山阳知县，迁丰县知县。 
十三年署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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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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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纪年 
事         略 

张坦骢 

(1683－?) 

湖广汉阳 副贡 康熙五十九年副贡。历云南路南知州。丁忧服

阕，补山阳知县。累迁和州知州。兄坦麟，江

西巡抚；弟坦熊，云南按察使。 乾隆二年任 1737 

姜顺蛟  

直隶大名 拔贡 字雨飞，号禹门，直隶大名拔贡。历赣榆、山

阳、无锡知县，升太仓知州，署苏州知府。两

任海州知州，擢淮安知府。兴水利，浚涧河，

严正有威，为治勤勉。以事解任。 二年署 1737 

崔昭  

山西太平 吏员 由吏员任番禺县巡检，升盐城知县，迁江都知

县，历署山阳、无锡知县。官至两淮盐运司分

司。 二年署 1737 

沈光曾  

浙江秀水 保举 字士行，浙江秀水监生。历长洲、昆山、山阳

知县，升高邮知州。著有《安澜文献》，介绍

明清修治南河大要。 三年任 1738 

孔毓铨  

山东曲阜 监生 曲阜监生。历官陕西鄜州知州。以银粮亏空案

被革。起复，署山阳知县，迁桐城知县。父孔

兴琏，两广盐运使。 五年署 1740 

褚墧
[29]

  
直隶宣化 贡生 宣化例贡，泰州知州褚世暄侄。选授靖江县

丞，升山阳知县，迁贵筑知县。 五年任 1740 

熊会玜 

(1702－1762) 

安徽潜山 监生 字公玉，号集庵，乾隆初年补郡庠生。官崇明

县丞，升宝应知县，署山阳知县。调知丹徒

县，历八年，膺卓异，升徐州知府。因事降调

江宁船政同知，迁苏州海防同知。 七年署 1742 

金秉祚  

湖北钟祥 拔贡 
字琢章，号漳山，湖北当阳籍，钟祥人，雍正

七年拔贡。历兴化仪征吴县知县，调繁山阳知

县。以治行卓异，擢邳州知州，未几升徐州知

府。后因河决，调署颖州知府。卒于山阳。纂

有《山阳县志》等。 
七年任 1742 

陈志伟  

安徽石埭 拔贡 字如璋，由选贡历任吴县、山阳、华亭、阳

湖、铜梁等县知县。遇事立办，以廉干称。官

终合州知州。 十二年任 1747 



13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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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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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熥 

(1712－?) 

直隶固安 进士 
字淇园，乾隆二年进士。历官山东新城、海

丰、长清三县知县，调江南山阳知县。 
十二年任 1747 

韩墉
[30]

  

正蓝旗 监生 字位中，奉天正蓝旗监生。由保举历陕西凤翔

知县，累迁桃源、阜宁、山阳知县。曾参与纂

修县志。后因传抄伪稿案被革。 十三年任 1748 

郑毓贤  
河南夏邑 监生 河南夏邑监生。由宿迁中河县丞，升山阳知

县。累迁桃源、长洲知县。因渎职被革。 十八年任 1753 

胡昕燿
[31]

  
浙江钱塘 河员 浙江钱塘河员。官山阳知县。救灾奋勉，为政

勤慎。后以程䥍《秋水诗抄》案被劾。 十八年任 1753 

屠士相  

浙江会稽 供事 浙江会稽吏员。由留江差委补山阳知县，以廉

明称。调安东知县，左迁江宁典使。累升上元

知县、邳州知州，广西镇安知府。 二十三年任 1758 

陈述祖  
浙江海宁 拔贡 字绍庭，乾隆十三年拔贡。历陕西郿县、江南

山阳知县。父世侃、兄淦均进士，编修。 二十四年任 1759 

褚邦礼  

正蓝旗 拔贡 汉军正蓝旗人。历署铜陵知县，乾隆二十五年

实授山阳知县，三十七年回任。累迁泰兴知

县、苏州府管粮通判、太仓知州、通州知州。

政事精明，诗文俱佳。 二十五年任 1760 

刘恩训  
湖北广济 举人 乾隆十八年举人。历江南山阳知县，迁溧阳知

县。多惠政。两充乡试同考官，后以试卷磨损

降级去官。 二十八年任 1763 

王廷钦  

顺天大兴 监生 顺天大兴监生。由候选县丞升山阳知县。以贤

能见称。累迁淮安府外河同知，江西广信知

府，徐州知府，江南河库道。 二十九年任 1764 

崔国栋  

直隶获鹿 举人 字隆吉，乾隆元年举人。选授福建屏南知县，

历迁南安、江南宜兴、武进、吴县、山阳知

县。修城浚河，清操自励；厘剔漕政积弊，宿

蠹一清。 三十年任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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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登生 

(1727－?) 

四川华阳 监生 四川华阳监生。官山阳知县，以事革。起复江

西高安知县。累迁东台知县、扬州府清军同

知、苏州府总捕同知、徽州府盐捕同知，署庐

州知府，补同州知府。 三十三年任 1768 

沈永清  
顺天大兴 监生 顺天大兴监生。由宿迁县丞升山阳知县。治水

灾有方略。累迁安东、沭阳、宝应知县。 三十八年任 1773 

金幼淳  
顺天宛平 吏员 字显扬，顺天宛平吏员。由候选主簿，历县

丞，升山阳知县。为政勤慎。以县民冤死被

革。 四十年任 1775 

孙儒 

(1724－?) 

顺天宝坻 拔贡 顺天宝坻拔贡。初以教谕衔管博野县训导事，

历迁山阳、东台知县。 
四十二年任 1777 

许瀚  

浙江石门 拔贡 
字紫澜，浙江石门人，由拔贡补敎习。历宝

应、江都、甘泉、阜宁等县知县，调任山阳知

县。政尙宽和。值两淮大饥，全力赈灾。以劳

卒官。工诗文书画，著有《留真书屋》、《书

法集要》。 
四十八年任 1783 

王世峰 

(1736－?) 

湖南湘潭 举人 
乾隆二十一年举人。历安东、邳县、溧阳、赣

榆等县知县。调山阳，堵黄河决口，亲跃埽

上，麾众下楗。署同知，三护淮扬道印，官终

淮徐海道。 
五十一年任 1786 

孙慰祖 

(1740－?) 

浙江钱塘 监生 浙江钱塘监生。由捐纳盐大使议叙知县，任盐

城知县，调山阳知县。 
五十二年任 1787 

顾德昌 

(1753－?) 

浙江仁和 监生 字成九，浙江仁和监生。历官山阳、昭文知

县，同知衔镇江府通判，以事被革。起复新繁

知县。尝修《常昭合志》、《新繁县志》。 五十三年任 1788 

王元佐  

顺天宛平 监生 顺天宛平监生。历山阳知县，升邳州知州。左

迁宝应知县。嘉庆中累迁江都知县、扬州清军

同知、铜沛同知。又以承办河工不力被革。起

复兴化知县。 五十八年任 1793 

王昉  
山西介休 附监 

山西介休附贡。历官沛县、宿迁知县，两任山

阳知县。廉洁自守，有清名。 
嘉庆元年任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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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栋  
浙江钱塘 监生 浙江钱塘监生。由宿迁县丞升清河知县，调任

山阳知县。为政勤敏，处事干练。累迁泰州、

邳州知州。 五年任 1800 

邱令谟  
浙江定海 举人 浙江定海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历山阳知

县，调知震泽县。 八年任 1803 

周垣
[32]

  

山东金乡 进士 字紫圜，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历溧水、上元、

山阳知县，升川沙同知。居官勤正，所至以廉

能著。子兆锦，嘉庆进士，官泾州知州。 十年任 1805 

程世樽  
浙江桐乡 监生 字鲁堂，浙江桐乡监生，任宿迁主簿，升丰县

知县，累迁山阳、桃源知县。 十二年任 1807 

王绅汉
[33]

 

(?－1809) 

陕西渭南 监生 陕西渭南监生，历兴化、盐城知县，调山阳知

县。嘉庆十四年，因冒赈谋害李毓昌伏法。 十三年任 1808 

蔡君弼  

安徽怀宁 供事 方略馆议叙。历任宝应、萧县、山阳、江宁 4

县知县，累迁外南同知、江西建昌府知府，署

吉南赣南兵备道。 十四年任 1809 

韩慧均  
山西汾阳 监生 山西汾阳监生。由宿迁中河县丞，升山阳知

县，迁句容知县。 十六年任 1811 

万承纪  

江西南昌 附贡 江西南昌人。以军功叙补宝应知县，迁元和、

山阳知县。补南河海防同知，署淮安知府。创

灌塘法，河事赖之。以书画名。著有《雪梦庵

诗集》、《护花幡》等。 十九年任 1814 

王佐  
顺天大兴 监生 

顺天大兴监生，嘉庆末任山阳知县。 
二十年任 1815 

陈潞  
浙江山阴 监生 浙江山阴监生。道光元年由宝应知县署山阳知

县，历萧县、清河知县，升桃北厅同知。因桃

北堤决被革。 道光元年署 1821 

沈施棨  
顺天宛平 监生 

顺天宛平监生。历官山阳知县，候补知州。 
二年任 1822 

李国瑞  

河南郑州 举人 嘉庆元年举人。由里河县丞升山阳知县。累迁

吴县知县，泰州知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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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任 1824 

江瀚
[34]

  
安徽旌德 监生 议叙河库大使。由宝应县丞升清河知县，署山

阳知县。累迁中河厅通判，里河同知，淮扬河

务道。 五年署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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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观铭  
浙江归安 监生 浙江归安监生。历署山西临晋、江苏山阳知

县。 五年署 1825 

王世锡  
浙江会稽 监生 浙江会稽监生。历清河、安东知县，署山阳知

县。道光六年山阳暴雨，水漫城关，全力抗

灾，多方赈恤。 六年署 1826 

谭霖  

江西南丰 供事 字湘渔，由供事授松江府经历。历清河县丞，

署南汇、金山、崇明知县，屡获上宪嘉奖。补

山阳知县。以“山阳逼租碑”名。卒于官。 六年任 1826 

祝豫 

(1768－1842) 

浙江海宁 监生 字丰榖，号立斋，浙江海宁监生。由主簿历官

桃北同知，署山阳知县。曾微服私访安东，平

反一多年冤案，轰动一时。晋知府衔，署淮海

兵备道。著有《留余小草》。 七年署 1827 

张庆瑗  

山东荣城 监生 字新溪，山东荣城监生。由松江府经历升奉贤

知县，署山阳知县。时频年灾歉，民情竭蹶，

因请缓征获准。累迁华亭、元和、崇明知县。 八年署 1828 

安贞吉  

直隶邯郸 举人 字孚嘉，号桂山，嘉庆十二年举人。历署海州

司马，阜宁、山阳知县。听断勤敏，案无留

牍。补阜宁知县。以忤上官罢归。著有《黄浦

因利编》、《树滋堂文稿》等。 九年代 1829 

范凤谐
[35]

  

江西南城 举人 字雍亭，嘉庆九年举人，分发南河，补海州州

同，历迁清河、宿迁、山阳、震泽、南汇等县

知县，升高邮知州。官终河工同知。 九年署 1829 

丁映南  

陕西咸宁 举人 
嘉庆二十一年举人。由河工大挑知县补丰北通

判，署山阳知县。累迁宿北同知，铜沛同知。 
九年代 1829 

王沄  

浙江山阴 举人 浙江山阴举人。历署江阴、元和知县，补宝应

知县，调山阳，寻升高邮知州。累迁通州知

州、山东曹州知府，官至甘肃道。 十年任 1830 

唐汝明  

四川剑州 举人 字黼卿，嘉庆二十四年举人。道光间历安东、

山阳、砀山、宝应、清河等县知县，萧南、铜

沛同知。清竣自守，累有循声。两充江南乡试

同考官。卒于海阜同知。 十一年署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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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用熙 

(1789－1865) 

安徽桐城 举人 
字介纯，号志华，嘉庆十五年举人。历阜宁县

丞，桃源、清河知县。道光十二、十五、二十

一、二十二年四任山阳知县，捐俸修闸，督抢

河工，屡获议叙嘉奖。迁南河通判，擢铜沛同

知，以功保升知府。 
十一年任 1831 

王锴  
浙江仁和 监生 浙江仁和监生。道光中任宝应知县，署山阳知

县，迁安东知县。父楚堂，进士，官仓场侍

郎。 十五年署 1835 

龚舫  

安徽建平 贡生 
字书舸，安徽建平贡生。由训导保升淮安府经

历，于道光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六年三任

(代)山阳知县。募资重筑二十里大堤，遂无水

患。补安东知县，继调阜宁、上元知县。丁忧

归。 
二十一年任 1841 

龚照琪  

安徽合肥 副贡 号蓝生，安徽合肥副贡。历忠州、海州州判，

调桃源知县，加州衔。累迁句容、山阳、江

都、邳州令，一无苛扰，俱有能声。卒于通州

知州任上。 二十二年代 1842 

张嘉琳  

河南巩县 监生 字秦川，河南巩县监生。历阜宁县北岸县丞，

清河县外河县丞，升安东知县，署山阳知县。

累迁南河委员、署扬州府河务通判。 二十三年署 1843 

陈介眉 

(?－1861) 

山东潍县 拔贡 字绥卿，由拔贡朝考发江苏，历常熟、江宁、

宿迁、山阳等县知县，通州知州，擢河南归德

知府。捻军陷归德，夺职回籍。后在潍县与捻

军力战阵亡。复原官，恤赠太仆寺卿衔。 二十四年署 1844 

文川  
正白旗 荫生 汉军正白旗人，荫生。由阳湖知县调山阳知

县，旋补金坛知县。 二十四年任 1844 

刘坦  

直隶庆云 进士 字次臣，道光九年进士，补山西右玉知县。十

二年任山西乡试同考官。以忧去，服阕补江浦

知县。调山阳知县，加同知衔。迁甘泉知县。

卒于官。 二十五年署 1845 

陈兆鹍  
福建闽县 举人 福建闽县人，道光二年举人。历安东知县，调

山阳知县。 二十六年任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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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宝  
浙江会稽 供事 浙江会稽县人，供事。由阜宁北岸县丞署山阳

知县。后调任山东嘉祥知县。 二十六年代 1846 

胡克文 

(1807－?) 

湖南桃源 举人 字华国，号约堂，道光十四年举人，大挑一

等，分发江苏南河知县。历署山阳、江宁知

县，补安东知县。因平捻加运同衔。后以事改

教职。著有《声心集》。 三十年署 1850 

杨承忠  
湖南长沙 监生 湖南长沙监生，咸丰元年署山阳知县，补授高

淳知县。 咸丰元年署 1851 

王庆瑞  
顺天宛平 监生 顺天宛平监生。历常熟、桃源、砀山、铜山、

江宁知县，迁山阳知县，升通州直隶州知州。 元年任 1851 

唐瀹 

(?－1877) 

浙江兰溪 监生 浙江兰溪监生。历安东知县，代理山阳知县，

迁江宁知县，调补高邮知州，官至运同衔邳州

知州。 六年代 1856 

顾思尧  

甘肃武威 举人 
字勳卿，道光十四年举人。历宿迁、阜宁、山

阳知县，升淮安知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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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署 1856 

王崧龄  

直隶肥乡 举人 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历阜宁、山阳知县，保举

以同知直隶州用。迁泰兴知县，署海州知州。

父王心一，高苑知县。 十年任 1860 

李振黉 

(1811－1884) 

安徽舒城 举人 号羲琴，道光十五年举人。历桃源知县，因抗

击捻军赏加运同衔。迁山阳知县。善听狱，不

扰民。暇则课士，待顾云臣极厚。迁如皋知

县。著有《养云馆文稿》。 同治元年署 1862 

熊嘉澍  
江西铅山 监生 江西铅山监生。同治初历署山阳知县、邳州知

州。因蒙混收捐被革。 三年署 1864 

姚德彰 

(1811－?) 

顺天大兴 监生 顺天大兴监生。历桃源南岸主簿、安东县丞，

以防剿流匪升候补知县，补山阳知县。再升高

邮知州。光绪初以捕蝗不力被革。 三年任 1864 

王鸿训 

(1820－1872) 

四川井研 举人 字子蕃，道光二十三年举人。以大挑选昭化训

导，保举江宁知县，署山阳知县。捐俸治修涧

河，整饬漕银收缴，培堤修闸，劝农教织。迁

宝山知县。卒于任。 七年署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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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广仁 

(?－1909) 

湖北安陆 
孝廉 

方正 
字静山，湖北安陆廪生，同治初荐举孝廉方

正，以知县用。署山阳知县，补沛县知县。后

从戍新疆，平定回乱。光绪中累迁宝应、溧阳

知县。著有《存朴山房诗钞》。 九年任 1870 

任治  
浙江萧山  

浙江萧山监生。以候补知县两次代理山阳知

县。在淮五年，士民称之。迁署泰兴知县。 
九年代 1870 

孙云  
陕西长安 进士 同治二年进士。九年补山阳知县，十二年回

任。曾主持重修县志。光绪五年因事被革。 九年任 1870 

周保泽 

(1826－1874) 

安徽合肥 文童 字佑之，号润生，安徽合肥人。由军功保荐运

同衔江苏候补同知，代理山阳知县。逐恶役，

惩土豪，县治以肃。补安东知县。 十二年代 1873 

陆嗣龄 

(1830－?) 

四川雅安 进士 字梓年，号令齿，同治七年进士，补沛县知

县，调署山阳。有政声，与陆元鼎合称“二

陆”。曾任光绪元年江南乡试同考官。历署江

宁、上元知县。 光绪元年署 1875 

张恩黻
[36]

  

湖南善化 文童 湖南善化文童。由军功保荐候选县丞，以直隶

州用，并赏加知府衔。历署山阳知县，补丰县

知县。 三年署 1877 

陆元鼎  

浙江仁和 进士 同治十三年进士，由乡试校官署山阳知县。愷

悌廉明，听讼敏捷，留心学子，创建射阳书

院。累迁江苏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官至江苏

巡抚。 五年署 1879 

贾致慎 

(1833－?) 

山东黄县 举人 咸丰五年举人。历署靖江、丰县知县，调补山

阳知县，捐加知府衔。累迁江宁知县、海州直

隶州知州。后以亏短银两被革。 六年任 1880 

郝炳纶  

直隶涿州 监生 字少山，顺天三河监生。以江苏试用知县，历

署上元、山阳知县。重教兴学，拨款扶持射阳

书院。补泰兴知县，保奏以同知用。 九年署 1883 

赵从佐 

(1835－?) 

江西南丰 进士 字莘野，号砚耕，同治七年进士，以知县即

用。光绪初两任东台知县，累迁山阳、上元知

县。 九年任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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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春  

浙江仁和 举人 

浙江仁和举人。光绪十年八月补山阳知县。 
十年任 1884 

特秀 

(1828－?) 

满洲镶红旗 进士 字实斋，号子良，同治七年进士，由即用知县

先后任武进、赣榆知县。光绪十二年、十七年

两任山阳知县。以忧去。起补清河知县。兄特

亮，亦进士，官侍士。 十二年任 1886 

桂正华  

安徽石埭 监生 
字实之，安徽石埭监生。曾任曾国藩行营及衙

署巡捕，以军功升知州衔江苏补用知县。历宝

应、甘泉知县，署山阳知县，累迁萧县、沭阳

知县。 
十二年署 1886 

朱廷球  

安徽合肥 监生 安徽合肥监生。随李鸿章以军功升江苏即补知

县，赏加知府衔同知，直隶州用。历任睢宁、

如皋知县，署清河、山阳、甘泉知县。 十六年署 1890 

翁延年  

湖南湘潭 监生 字从九，号笠渔，湖南湘潭监生。以同知衔补

用知县历署山阳、清河知县。保荐以直隶州

用。继署江宁知县，补阳湖知县。以事被革。

后曾两任上海道台会审官。著有《潇湘词馆诗

钞》。 十六年署 1890 

程鑫  

安徽婺源 附贡 字尊光，号仙舫，浙江婺源附贡。历江浦知

县，两任山阳知县。整肃团练，合力御倭，政

声颇著。间署甘泉知县。以道员升用候选知

府。卒于任。 十八年任 1892 

卢维雝  
湖北汉川 进士 光绪十八年进士。两任阜宁知县，间署山阳。

累迁江宁、江都知县。后以浮夸不实被革。 二十二年署 1896 

余贞祥  

广东香山 生员 同治十一年留美学生。历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翻

译，福建候补同知保留江苏引见，署山阳知

县。后奉调上海机器局研发无烟火药，赏加三

品衔，以知府仍留江苏补用。 二十三年署 1897 

吕承瀚 

(1849－?) 

湖北武昌 进士 字韵笙，光绪二十年进士。以同知衔署理宝应

县事，旋调署山阳，继署高邮知州。累迁安徽

候补道，福建巡警道。 二十五年任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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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勋 

(1844－1921) 

四川石柱 举人 字筱沅，四川石柱举人。历署泰兴知县，补沛

县知县，后两次回任。调任山阳知县。洁己爱

民，实心任事，尤留心教育。 二十六年任 1900 

李明垣 
湖南新宁 监生 湖南新宁监生。由试用知县任山阳知县。建节

孝祠，设团练局，颇有政绩。升用候选州同。 二十六年任 1900 

孙篯龄 
安徽天长 副贡 安徽天长副贡。由候补知县署山阳知县。因淮

城罢市案被撤改教职。 二十八年任 1902 

汪咏沂 

(1858－1940) 

安徽歙县 附监 字鲁门，号玄元，安徽歙县附监。由报捐通判

补两河同知，代理淮安府同知、山阳知县，调

署海州知州。后以二品候补道衔补缺协办漕河

工程，旋即辞官经商。著有《癸酉述怀诗》一

卷。父汪镇，官淮安知府。 二十九年代 1903 

叶芸 

山东历城 进士 字帙香，光绪十五年举人，二十年进士，签掣

分发江苏，以知县即用。历山阳知县。后改教

职。 
二十九年补

任 
1903 

单琳 
安徽无为  

安徽无为州人。由候补知县署山阳知县。以弄

虚作假被革。 三十年署 1904 

胡希林 

(1872－?) 

安徽泗州 荫生 安徽泗州荫生。由恩荫知县，历署仪征知县、

邳州知州，调补山阳知县。 三十一年署 1905 

李廷琳 

直隶宛平  直隶宛平人。光绪、宣统间由试用知县历署清

河、山阳、萧县等县知县。民国初曾任邳县、

兴化、宿迁县知县。 三十二年署 1906 

胡维藩 
安徽巢县 岁贡 字价侯，安徽巢县拔贡。以候补知州历署山阳

知县、泰州知州。民国初两任泰县知县。 三十二年署 1906 

沈鸿仪  
安徽芜湖  安徽芜湖人。署山阳知县。在西学渐进风潮

下，捐俸倡办师范传习所。 三十三年署 1907 

恩厚  
满洲厢蓝旗 监生 满洲镶蓝旗人，监生。光绪末由代理荆溪知县

调补山阳知县，宣统二年再署。迁溧阳知县。 三十三年任 1907 

德堪  
满洲  满洲人。署山阳知县。清末曾任上海会审公廨

副审官。 三十四年署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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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藻  
浙江山阴 监生 字子广，浙江会稽监生。历陕西白水、澄城知

县，补江苏清河知县，署山阳知县。因被儒生

联名控告降职。 三十四年署 1908 

瑞成  
满洲  

满洲人，宣统二年署山阳知县。 
宣统二年署 1910 

姚荣泽  

安徽桐城  字筱亭，安徽桐城监生。由捐班知县署山阳知

县。秕政甚多，劣迹昭彰。冀图挽救清室，杀

害周实、阮式二烈士。 三年署 1911 

 

注释： 

[1] 本表根据历代淮安府志、山阳县志和相关史籍，罗列明清两朝历任山阳知县。表中“山阳”如无

特指，均指江南(江苏)山阳县；“旧志”亦指历代淮安府、县志。由于资料及本人学识所限，或有疏漏，敬

请指正和谅解。 

[2] 旧志作洪武三年任。从《乾隆歙县志》等改。 

[3] 旧志无。从《乾隆太平县志》、《光绪太平县志》等补。 

[4] 旧志无。从《光绪山西通志》、《道光壶关县志》等补。 

[5] 旧志无。从浙江《嘉庆太平县志》等补。 

[6] 旧志无。从《民国连江县志》等补。 

[7] 旧志无。从《雍正浙江通志》、《民国萧山县志稿》等补。 

[8] 旧志无。从《乾隆新乐县志》等补。 

[9] 乾隆、同治县志作黄浩。此据正德府志、续纂县志改。 

[10] 《乾隆萧山县志》：永乐十四年岁贡。任年或误。 

[11] 旧志无。从《雍正浙江通志》、《民国龙游县志》等补。 

[12] 旧志无。从《民国宿迁县志》、郭天锡《张公祠记》等补。 

[13] 旧志列名翟茂后，任职时间不详。此据《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改。 

[14] 乾隆府志、乾隆县志等作邢照。误。 

[15] 府县旧志列于周如山任后，误。此据《乾隆武城县志》改。 

[16] 垔，旧志作垩；《碑录索引》作𡋲。此从《光绪平湖县志》。 

[17] 光绪府志等作史朝宣，误。 

[18] 旧志作田孔扬。从《宣统重修恩县志》改。 

[19] 旧志任职时间未详。万历十五年其任盐城知县，十九年离任。可推知其任山阳知县当在是年。 

[20] 旧志无。从《民国海宁州志稿》等补。 

[21] 《同治忠州直隶州志》、《民国安塞县志》载：黄瑶，忠州举人。顺治四年任安塞知县，六年守孤

城战死。未知孰是。 

[22] 旧志谓未到任，不确。 

[23] 光绪府志等作邰士，误。 

[24] 乾隆、光绪府志等作余姚人，误。 

[25] 由乾隆县志补。 

[26] 旧志一作顾名扬，误。 

[27] 旧志一作陈永祯。 

[28] 旧志一作罗佩。 

[29] 褚墧于雍正四至七年任靖江县丞，则任山阳知县当在此后。雍正五年或为署任。 

[30] 光绪府志、重修县志等在韩墉任后，列有徐学圣、黄辅国、程宇观、谢起、李开先、王璜、陈荣

祚、饶于琼、朱启元、路大用、王义、徐则圣等 12 位知县。经考证乾隆县志及其他方志，以上皆为顺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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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县丞。故此略去。 

[31] 旧志一作胡炘燿。 

[32] 旧志一作周坦，误。 

[33] 旧志一作王伸汉，此从《道光重辑渭南县志》改。 

[34] 旧志作顺天大兴人。 

[35] 江庆柏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言其籍贯浙江定海。误。 

[36] 旧志一作张恩绂。此从《光绪善化县志》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