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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科进士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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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山东烟台２６４０２５）

摘要：明代宗宣进士登科，始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天启、崇祯两朝共有１３名进士。他们是天启二年壬
戊科的晋藩朱慎签，崇祯元年（１６２８）戊辰科的宁藩朱统饰，崇祯七年甲戌科的宁藩朱统侄和蜀藩朱奉缈，崇
祯十年丁丑科的宁藩朱统镄和代藩朱充鲧，崇祯十三年庚辰科的宁藩朱统钰和周藩朱在铆、朱朝童，崇祯十六
年癸未科的代藩朱廷婿、朱鼎婆和宁藩朱议汴、朱统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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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科创始于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真正

碑录索引》则把崇祯十五年赐特用举、贡宁藩朱

宗科登进士则始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壬戌科，故明

议鎏、朱统绷二人也算作宗科进士，则为不实。笔

代前中期文献包括明代两部《会典》及其他政书

者赞同谈迁和朱彝尊的观点，认为明代宗科进士

多不及此，《明史·选举志》也寥寥数十字，甚为

天启、崇祯两朝共１３人这一说法。以下将逐科、

简略。此外，零星散见于一些明清笔记当中，且多

逐人对明代宗科进士进行考证。鉴于一些朱氏家

龃龉舛讹。谬种流传，延误至今。以至于明代宗

谱、族谱没有见到，所以此项考证仍不十分完备，

科究竟有多少名进士？分别属于哪些科年？以及

算做抛砖引玉。

这些进士的姓名用字、籍贯、仕宦情况等诸多问题
都有待梳理和澄清。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壬戌科一人：朱慎鉴

【小传】朱慎鉴，字节口，号鼎石，约万历二十

据清初诗人查慎行《人海记》“明朝宗室进

七年（１５９９）十一月十四日生。晋藩山西汾州府

士”条载：“明朝宗室进士，天启、崇祯两朝共十一

庆成王府宗籍。治《诗经》，天启元年辛酉科乡试

人。”…５５受其影响，当今一些工具书及论著仍从

第六十九名，天启二年壬戌科会试第二百七十三

此说。而晚明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宗室进

名，殿试第三甲第六十名。刑部观政，次年授中书

士”条载：“宗室进士，始天启壬戌科口口朱慎签。

舍人，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升礼部精膳司主事。崇祯

崇祯戊辰科，新建朱统钸（列辅国中尉）。选翰林

二年（１６２９）闲住。曾祖表桐，诰封辅国将军。祖

庶吉士，改中书舍人，给假三年，奏复馆员，历国子

知熵，诰封奉国将军。娶王氏。

祭酒。甲戌科，新建朱统经。（初名宝符，侯，辅

【书证】《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朱

国中尉。）华阳朱奉缈，（初名静。）皆庶宗，未请

慎鉴，山西汾州府庆成王府宗籍……字节口，号鼎

名，至是改登玉牒。（奉铲，侯，奉国中尉。）丁丑

石，己亥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会二百七十三名，

科，新建朱统镄（辅国中尉）。泽州朱充鳔（辅国

三甲六十名……授中书。曾祖表桐，诰封辅国将

中尉）。庚辰科，祥符朱朝童、在铆、宁藩统钰。

军，祖知焰，诰封奉国将军……娶王氏。＂【４Ｊ

癸未科，南昌朱议汴（原封辅国中尉）。南昌朱统

《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履历便览》：“（山西二

镝。稷山朱鼎婆。阳城朱廷墉。”［２］１９１由此，天

十六人）……汾州府五人……朱慎签，鼎石，《诗》

启、崇祯两朝宗室进士共１３人。明末清初著名学

六房，己亥十一月十四日生，汾州府庆成王府宗

者和诗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朱术殉》也持此

籍。辛酉六十九名，会二百七十三名，三甲六十

说ｏ［３１１８而今人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

名。刑部政，癸亥授中书，丁卯授礼部主事。己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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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住。”［５】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朱术殉》：“天启辛

盖因江南多无翘舌音，读ｓｈｉ（饰）为ａｉ（死），“统
死”不妥，故宁可读错为“布”。

酉，晋藩庆成温穆王表桐之曾孙慎签，始举辛酉山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西乡试。明年壬戌，赐同进士出身，除中书科中书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统饰，

舍人。历精膳主事……皆以宗支取甲科。”［ａ］ｌｓ

江西新建县人，三甲，南京国子监祭酒。”［ｓ］３７４

清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朱慎
鎏。晋王派分封庆成王府宗籍。”［６］８７２
《明史·选举志》载：“天启二年壬戌会试
……是年开宗科，朱慎鉴成进士，从宗彦、国祚请，
即授中书舍人。”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朱术殉》：“至崇祯戊
辰宁藩瑞昌王孙统钸，由进士改庶吉士，累官南国
子祭酒……皆以宗支取甲科。”［３］ｉｓ
《盱眙朱氏八支宗谱》：“瑞昌统字派，谋口次
子统钸，字章华，号甓园，封辅国中尉，明万历十九

《山西通志·科目六·明·天启元年辛酉科

年辛卯九月十二日寅时生，由廪生中式，明天启辛

乡试》：“朱之鉴，汾阳人，进士。”［７１４３８该卷《天启

酉科三十四名举人。明崇正（祯）戊辰科九十九

二年壬戌科文震孟榜》：“朱慎鉴，汾阳人，礼部主

名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詹事府右春坊，授检

事。”【７】４３９案：“朱之鉴”可能是“朱慎（鏊）”之原

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升右谕

名。

德，经筵日讲，纂修《玉牒》、《大明会典》、《五经注
【考误】（一）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

书》。乙亥册封襄藩，庚辰分礼闱，壬午典试江

七“虞”部：“朱长世，南直上海县人，天启壬戌二

南，升南国子监祭酒……江西以宗室登科目者，自

甲……朱慎签，山西汾州人，三甲，钦案闲

统钸始，著有《我法居集》行世……清顺治元年甲

住。”［ｓ］３７３案：据《明史地理志》，万历二十三年汾

申正月十三日寅时卒，历年五十四。赠礼部侍郎，

州升府，故此当作“汾州府人”。

谥文恪公，勒葬施家酉山卯向，事行载于省

（二）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天启二年

志。”【ｌ纠案：“朱统钸”当为“朱统钸”。

二月辛未，命大学士何宗彦、朱国祚主会试……

【考误】（一）《明史·选举志》：“崇祯四年，

［朱彝尊原按］是年，宗室子朱慎銎登进士榜。先

朱统钸成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以统钸宗室，不

太傅文恪公请于朝，优选京秩，遂除慎銎为中书舍

宜官禁近，请改中书舍人。统钸疏争，命仍授庶吉

人。宗室举进士，前此未有，盖始于是科

士。”案：“崇祯四年”误，当为“崇祯元年”。黄云

也。”［９】卷四八‘城市＇ｔ７４９案：“朱慎銎”当为“朱慎签”。

眉《明史考证》已有说明。

崇祯元年（１６２８）戊辰科一人：朱统钸

（二）孙承泽《思陵典礼记》卷二：“宗藩开科，

【小传】朱统钸（１５９１－－１６４４），字章华，号甓

始自辛酉……宁藩宗室朱统钸，戊辰选庶吉士。

园。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宁藩宗籍。天启元年

有言宗室不便入馆，改授中书，后具疏辨复，时周

辛酉科乡试中举，崇祯元年戊辰科第三甲第七十

宜兴新诏至京，统钸乃其辛酉所录士也。”【１２瑚案：

名。选翰林院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人馆者，改授

“朱统钸”当为“朱统钸”。

中书舍人，告假三年，后赖首辅周延儒，奏复为馆

（三）查慎行《人海记》“明朝宗室进士”条

员。历官翰林院检讨、右谕德，终官南京国子监祭

载：“明朝宗室进士，天启、崇祯两朝共十一人，释

酒。崇祯十五年为应天乡试同考官。

褐后，例补辅国中尉。惟戊辰科新建朱统钸选庶

【书证】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宗藩以
科目起家，始自辛酉．．…·朱统钸，亦宁藩宗室。钸

吉士，改中书舍人，复人馆，历国子祭酒。”¨Ｊ５５案：
“朱统钸”当为“朱统钸”。

字本音饰，其意亦同，而江右人多呼为布，何也？

（四）《江西通志·选举》七《明·天启元年辛

戊辰。选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人馆者，改授中

酉乡试》：“朱统铈，新建人。”【１３】８１４《崇祯元年戊

书，即告假云。又三年，值宜兴师为首揆，闵太宰

辰刘若宰榜》：“朱统钸，新建人，祭酒。”［１３１８１７案：

洪学秉铨，乃人京辩复，统钸本宜兴辛酉所录士，

“朱统铈”、“朱统钸”当为“朱统钸”。

而太宰为江右左辖，曾赏其文。由是得复庶常，癸

《（同治）新建县志·科第·崇祯元年戊辰刘

酉授职。壬午，南闱副考，后序中以宜兴师乃兄比

若宰榜》：“朱统钸，字章华，南国子监祭酒。”［１４．］３３４

卜式，盖辛巳相随入京，输米五百石，选得光禄署
丞者也。以比卜式，恐亦非其伦矣。”【ｌｏ瑚。１案：

案：“朱统钸”当为“朱统钸”。

崇祯七年（１６３４）甲戌科二人：朱统蛭、朱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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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行人……甲申闻变……随鼠伏荒虚穷谷

缈

【小传】朱统锺（１５８３—１６４８），初名朱宝符，

中。”【…

字梦得，号蔚园。崇祯八年钦赐名为朱统经，字四

【考误】《崇祯七年进士履历便览》和《崇祯

岳。约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六月初十日生，江西南

七年甲戌科进士三代履历》二书所载“癸卯年

昌府新建县人，宁藩石城王府宗籍。治《诗经》。

（１６０３）六月初十日生”，可能存在官年现象，据萧

崇祯六年癸酉科乡试第五十二名，崇祯七年甲戌

鸿呜《八大山人的王室家学》一书，应为万历十一

科会试第二百十八名，殿试第三甲一百四十九名。

年（１５８３）六月初十日生。

都察院观政，次年，授行人司行人。曾祖拱概，封

【小传】朱奉静，初名舒，钦赐名为朱奉缈，号

辅国将军。祖多熳，封奉国将军。父谋玮，封镇

觉斯，约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正月初七日生。四

国中尉，管府事。

川成都府华阳县人，蜀藩汶川王府宗籍。治《书

【书证】《崇祯七年进士履历便览》：“江西十

经》，天启七年丁卯科乡试第六十九名，崇祯七年

府三十二人，南昌府四人万文英……朱统经。蔚

会试第二百八十名，殿试第三甲一百八十八名。

园，《诗》五房，癸卯年（１６０３）六月初十日生，石城

礼部观政。次年授中书舍人。崇祯十四年

王府宗籍，南昌府新建县人。癸酉乡试，会二百十

（１６４１），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后升陕西布政司

八名，三甲一百四十九名，都察院观政，乙亥授行

参议，守靖边道。曾祖让栲，封奉国将军，任宗正。

人。曾祖拱概，封辅国将军。祖多煌，封奉国将

祖承熳，镇国中尉。父宣墙，辅国中尉。

军，父谋玮，封镇国中尉，管府事。”［１５】版心贻
《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三代履历》：“江西三

【书证】《崇祯七年进士履历便览》：“四川六
府十一人，成都府二（三）人

陈黄裳……朱奉

十二人，南昌府四人、瑞州府二人万文英……朱

舒，觉斯，《书》二房，甲寅年正月初七日生，汶川

统经，蔚园，《诗》五房，癸卯年（１６０３）六月初十日

王府宗籍，成都府华阳县人。丁卯乡试，会二百八

生，新建人。癸酉五十二名，会二百十八名，三甲

十名，三甲一百八十八名，礼部观政，乙亥授中书。

一百四十九名……乙亥复名统钷，授行

曾祖让栲，封奉国将军，口宗正。祖承嫒，镇国中

人。’’［１６】版心页１６

尉，父宣培，辅国中尉。”【１５

Ｊ版心姗９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宗藩以科目起家，

《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三代履历》：“四川十

始自辛酉……甲戌进士朱宝符，赐名为朱统经

一人，成都府三人、顺庆府二人朱奉静，觉斯，

……皆庶宗，未请名禄者也。二人未曾疏请，恩出

《书》二房，甲寅年正月初七日生，华阳人。丁卯

特赐，准人玉牒。”［１０］５０－５］

六十九名，会二百八十名，三甲一百八十八名……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廷焕，山东单县人，（崇祯）甲戌二甲……朱统锺，
江西新建县人，三甲。”【８】３７４

乙亥授中书，辛巳考选贵州道御史……升陕西参
议，靖边道。”［１６】版心页３４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宗藩以科目起家，

《南昌郡乘》卷二ｏ《选举志》－－（进士》下：

始自辛酉……甲戌进士朱宝符，赐名为朱统钰。

“朱统锤，字四岳，新建人，行人。”又卷三七《人物

朱锣，赐名为朱奉舒，皆庶宗，未请名禄者也。二

志》六《明》中：“朱谋玮子……统锤，崇祯丁丑进

人未曾疏请，恩出特赐，准入玉牒。”【ｌｏ】舭５１

士，诗淡远高古，稿毁于兵，不传。”【…案：‘‘崇祯丁
丑进士”误，当为“崇祯甲戌进士”。
《（同治）新建县志·科第·崇祯六年癸酉乡
试》：“朱宝符，改名统经。”该卷《崇祯七年甲戌刘
理顺榜》：“朱统经，字四岳，行人。”［ｔ４１３３４
《明诗纪事》甲簸卷二下：“统经，字梦得，中
尉谋埔子。崇祯甲戌进士，官行人。”［１８１７￥
《盱眙朱氏八支宗谱》：“谋玮四子统锤，字蔚
园，号四岳，官讳宝符，封辅国中尉。明崇正壬申
贡士，癸酉科举人……国典公姓不得赴制科，遂弃
世爵改名宝符，以民籍应试。明崇正甲戌迸士。授
·８·

万方数据

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
“朱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廷
焕，山东单县人，甲戌二甲……朱奉静，四川华阳
县人，三甲。’’【８］３７４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朱奉窬，蜀藩汶
川王府宗籍，华阳县人。”【６１嘲

【考误】《四川通志》卷三四《选举·进士·明
·（崇祯）甲戌科》：“朱奉伊，成都县人，历御
史。＂【１９ｊ８５案：“朱奉伊”误，当为“朱奉缈”。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奉键见
朱奉舒；奉缈蜀藩汶川王府ｏ（四川华阳）

明崇

祯７／３／１８８。”汹］７踮该书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

【小传】朱充鳔，号弼成。约万历二十二年

“崇祯七年甲戌科”注释２３：“碑作朱奉键。”汹汹¨

（１５９４）正月二十七日生。南直隶凤阳府泗州盱

案：细考该科题名碑拓片，确实是“朱奉键”。碑

眙县人，山西泽州陵川王府宗籍。治《易经》，崇

误，当为“朱奉缈”。

祯九年丙子科乡试第四十三名，崇祯十年丁丑科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丁丑科二人：朱统镇、朱充
绦

会试第一百一十三名，殿试第三甲一百九十六名。
都察院观政，崇祯十二年，授行人司行人。曾祖成

【小传】朱统鲼（１５８０－－１６４８），字太仆，号绛
岩，约万历八年（１５８０）闰四月二十九日生。南直

银，封辅国将军。祖聪湃，封奉国将军。父俊褓，
封镇国中尉。

隶凤阳府泗州盱眙县人，宁藩江西新建县宗籍。

【书证】《崇祯十年进士履历便览》：“南直隶

治《诗经》，天启四年甲子科乡试第四十名，崇祯

五十五人……凤阳府四人朱统镇……朱充鳔，

十年丁丑科会试第一百七十一名，殿试第三甲第

弼成，《易》四房，甲午正月二十七日生，山西泽州

六十名。礼部观政，本年六月，授湖广江夏知县。

陵川王府宗籍，盱眙县人。丙子四十三名，会一百

曾祖拱檐，封辅国将军。祖多嫩，封奉国将军。父

一十三名，三甲一百九十六名，都察院观政，己卯，

谋圭，封镇国中尉。

授行人。曾祖成镇，封辅国将军。祖聪浇，封奉国

【书证】《崇祯十年进士履历便览》：“南直隶

将军。父俊褓，封镇国中尉。”［２１］删１０

五十五人……凤阳府四人朱统镇，绛岩，《诗》

《崇祯十年进士履历便览》：“山西十七人

四房，庚辰闰四月二十九日生，江西新建县宗籍．

……泽州三人……朱充鳔，弼成，《易》四房，甲午

盱眙人，甲子四十名，会一百七十一名，三甲六十

五（当为“正”）月二十七日生，陵川王府宗籍，盱

名，礼部观政，其历任仍载江西省。曾祖拱搪，封

眙县人，丙子四十三名，会一百一十三名，三甲一

辅国将军。祖多嫩，封奉国将军。父谋圭，封镇国

百九十六名，都察院观政，其历任仍载山西省。曾

中尉。’’［２１］版心页１０

祖成镇，封辅国将军。祖聪湃，封奉国将军。父俊

《崇祯十年进士履历便览》：“江西二十四人，

褓，封镇国中尉。”【２１］版心妁

南昌府五人邹守尝……朱统绩，绛岩，《诗》四

《崇祯十年丁丑科三百名进士三代履历便

房，庚辰闰四月二十九日生，江西新建县人，甲子

览》：“（南直隶五十五人）……凤阳府四人朱统

四十名，会一百七十一名，三甲六十名，礼部观政，

镇……朱充鳔，弼成，《易》四房，甲午正月二十七

授湖广江夏知县。曾祖拱檐，封辅国将军。祖多

日生，山西陵川王府宗籍，盱眙人，丙子四十三名，

嫩，封奉国将军。父谋圭，封镇国中尉。”［２１］版心页１５

会一百一十三名，三甲一百九十六名……己卯，授

《崇祯十年丁丑科三百名进士三代履历便

行人Ｏ”【２２１版心页１２

览》：“（南直隶五十五人）……凤阳府四人朱统

【考误】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

镇，绛岩，《诗》四房，庚辰闰四月二十九日生，江

“虞”部：“朱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

西新建宗籍，盱眙人。甲子四十名，会一百七十一

……朱用锦，北直沧州人，丁丑二甲……朱统鲽，

名，三甲六十名……本年六月，授湖广江夏知

南直盱眙县人，三甲。”【８】３７４案：“朱统鳔”当为“朱

’，［２２】版心页１２
日
苔。

充鳔”。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山西通志》卷七Ｏ《科目》六《明·崇祯十年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用锦，

丁丑科刘同升榜》：“朱克鳔，泽州人，行人。”【７】４４６

北直沧州人，丁丑二甲。朱统绩，南直盱眙县人，

案：“朱克鳔”当为“朱充鳔”。

三甲。”ｉｓ］３７４

《南昌郡乘》卷之二Ｏ《选举志》－－（进士》
下：“朱统镇，字太朴。新建人，江夏知县。”【１７】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充鳔山西隰
州王府ｏ（直隶盱眙）

《盱眙朱氏八支宗谱》：“谋圭长子，统镇，号
太朴，封辅国中尉。明万历八年庚辰又四月廿九

明崇祯１０／３／１９６。”ｍ】７５９

案：“山西隰州王府”当为“山西陵川王府”。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三人：朱统钰、朱在铆、朱
朝童

日子时生，第明天启甲子科举人，署泰和县教谕，

【小传】朱统钰，字无外，号嘉侯、赤山。约万

明崇正丁丑科进士，选知江夏县……清顺治五年

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十一月初四日生，宁王府宗

戊子十月初十日申时卒，享寿六十九。”ｌ…

籍，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治《诗经》，崇祯十三
·９·

万方数据

年（１６４０）进士第三甲第三十四名。吏部观政。

十六名，会试一百四十三名，三甲一百十一名……

当年授南直隶徽州府休宁知县。崇祯十六年

壬午授太常博士……乙酉升户部山东司主

（１６４３）考察，补福建福州府照磨。曾历官礼科给

事。’’［２４］版心页２４

事中。曾祖拱楗，诰封辅国将军。祖多嫫，诰封奉
国将军，父谋墩，诰封镇国将军。

【书证】《崇祯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江西
十六人南昌府二人朱统钰，赤山，《诗》三房，
庚申年十一月初四日生，宗籍，新建人，丙子四名，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祚增，
四川嘉定州人，庚辰三甲……朱在铆，河南祥符县
人。三甲。”‘８１３７４

【考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９１）：“朱在铆
明崇祯１３／３／１１３（碑作明崇

会试九十五名，三甲三十四名，吏部观政。本年授

周藩ｏ（河南祥符）

休宁知县。曾祖棋楗，诰封辅国将军。祖多焕，诰

祯１３／３／１１１）０ ｐｙ［２０１７７０案：“明崇祯１３／３／１１３”误，

封奉国将军，父谋敖（当为“墩”），诰封镇国将

名次当以第三甲第一百一十一名为正。

々基’，【２３】版心页１３
—ｒ０

【小传】朱朝童，字（号）根陆，约万历四十八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江西

年（１６２０）年正月初七日生。周王府宗籍，河南开

十六人南昌府二人朱统钰，嘉侯，《诗》三房，

封府祥符县人。治《诗经》。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

庚申年十一月初四日生。宗籍，新建人，丙子四名，

己卯科乡试第三十二名，崇祯十三年癸未科会试

会试九十五名，三甲三十四名……授休宁知县

第一百五十二名，殿试第三甲第一百一十八名。

……癸未考察，补福建福州府照磨。”［孔１版心页１６

礼部观政。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授行人司行人。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祚增，
四川嘉定州人，庚辰三甲……朱统钰，江西新建县
人，三甲。”［８］３７４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朱统钰，江西南
昌府新建县民籍。”［６］嘲

曾祖安很，诰封镇国将军。祖睦棵，诰封辅国将
军。父勤口，诰封奉国将军，宗学生员。

【书证】《崇祯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ｌ“河南
二十一人开封府七人朱在铆……朱朝耋，根
陆，《诗》二房，庚申年正月初七日。周府宗籍，祥
符人，己卯三十二名，会试一百五十二名，三甲一

【考误】《江西通志·选举·明·崇祯九年丙

百十八名，礼部观政。曾祖安很，诰封镇国将军。

子乡试》：“朱统萱丕，南昌人。”［１３】蚴案：“南昌人”

祖睦棵，诰封辅国将军。父勤口，诰封奉国将军，

误，当为“新建人”。

宗学生员０”［２３１版心页２２

【小传】朱在铆，字（号）王符、慎节。约万历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河南

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年，六月初九日生。周王府宗

二十一人开封府七人朱在铆……朱朝童，根

籍，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人。治《书经》，崇祯九年

陆，《诗》二房，庚申年正月初七日生。周府宗籍，

（１６３６）丙子科乡试第十六名，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

祥符人，己卯三十二名，会试一百五十二名，三甲

庚辰科会试一百四十三名，殿试第三甲第一百一

一百十八名……壬午授行人。”Ｐ］版心页巧

十一名。都察院观政，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授太常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博士，南明时（１６４５年）升户部山东司主事。曾祖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祚增，

睦檀，谥康裕王。祖勤炼，诰封镇国将军。父朝

四川嘉定州人，庚辰三甲……朱朝童，河南祥符县

耀，辅国将军，贡生。

人，三甲。’’㈨７４

【书证】《崇祯十三年进士履历便览》：“河南

【考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朝耋

二十一人开封府七人朱在铆，王符，《书》一

周府ｏ（河南祥符）

房，丁巳年六月初九日生，周藩宗籍，祥符人，丙子

朱朝耋。”［２０１７８７该书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崇

十六名，会试一百四十三名，三甲一百十一名，都

祯十三年庚辰科”［２０１２６１８作“朱朝尧”。案：“朱朝

察院观（政）。曾祖睦檀，谥康裕王。祖勤炼，诰

尧”误，当为“朱朝耋”。

封镇将。父朝口，辅将，贡生。”【驯版心勉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河南

明崇祯１３／３／１２０；朝尧见

崇祯十六年癸未科四人：朱廷墙、朱议汴、朱
统镝、朱鼎婆

二十一人开封府七人朱在铆，慎节，《书》一

【小传】朱廷堵，号澹园，约万历四十三年

房，丁巳年六月初九日生，周藩宗籍，祥符人，丙子

（１６１５）十月十一日生。山西泽州阳城县人。治

．１０·

万方数据

《诗经》。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乡试第五十三名，崇

授官行人。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廿五日寅

祯十六年癸未科会试第三百四十三名，殿试第二

时生，清康熙十五年丙辰正月十六日亥时卒，享寿

甲第三十名。曾祖聪口，祖棱梗，父充营。

六十八……著有《邮河遮说》及《得未阁文

【书证】《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
“山西三十五人……朱廷婿，澹园，《诗》二房，乙

集》。”‘“１

卯年十月十一日生。阳城人。己卯五十三名，会

载“己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误，当存在官年

三百四十三名，二甲三十名……曾祖聪口……祖

现象，应以《盱眙朱氏八支宗谱》载“万历三十七

棱梗……父充营……”【２５】版心页∞

年己酉十二月廿五日寅时生”为正。

【考误】《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议汴江西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乔秀，

南昌明崇祯１６／３／８３。”Ｃ２０１旧案：“明崇祯１６／３／

福建建安县人，癸未二甲……朱廷婿，山西阳城县

８３”误，当为“第三甲第七十七名”。

人，二甲。’’‘８１３７４

【小传】朱统镝，字德冲，号芝园，约万历四十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朱廷婿，山西泽
州阳城县民籍。”【６ Ｊ炳

六年（１６１８）二月初十日生。江西南昌府南昌县
人，宗籍。治《诗经》，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乡试第

【考误】《山西通志》卷七ｏ《科目》六《明·

六十一名，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第三甲一百一

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乡试》：“李廷墙，阳城人，进

十三名，次年（１６４４）授福建福州府福清知县，历

士。”［７Ｈ盯案：“李廷婿”误。当为“朱廷堵”。

官广东道监察御史。曾祖拱杭，石城安恪王子，父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廷墙

山西

阳城明崇祯１６／３／３２。”【驯７６６案：“明崇祯１６／３／
３２”误，当为“第二甲第三十名”。

谋口，封奉国将军，见任中书舍人。

【书证】《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
“江西十七人，南昌府十人……朱统镝，芝园，

【小传】朱议汴（１６０９－－１６７６），字天中，号卜

《诗》五房，庚（疑“戊”）午二月初十Ｅｌ生。南昌

初、惠再，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十二月二十五日

人，宗籍。壬午六十一名，会二百口十七名，三甲

生。江西南昌人，原授封辅国中尉。治《易经》。

一百一十三名……甲申授福建福清知县。曾祖拱

崇祯十五年乡试第五十九名，十六年癸未科会试

杭，石城安恪王子……祖多口……父谋口……封

第二百六十一名，殿试第三甲七十七名，次年

奉国将军。见任中书舍人。”［冽‘版心页瞄’

（１６４４）授行人司行人。曾祖多炯，乐安靖府王
孙；祖谋墙，封奉国将军；父统锇，封镇国中尉。

【书证】《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
“江西十七人，南昌府十人……朱议汴，惠再，
《易》一房，己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南昌人，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乔秀，
福建建安县人，癸未二甲……朱统镝，江西南昌县
人，三甲。”Ｃ８］３７４
金铉、郑开极纂修《（康熙）福建通志》卷二

原授封辅国中尉，庚（疑“壬”）午五十九名，会二

Ｏ《职官》三，《历官》一之－－（福清县·明》：“朱

百六十一名，三甲七十七名……甲申授行人。曾

统销，南昌人。……俱崇祯问任。以上知

祖多炯，乐安靖府王孙……祖谋墙……父统锇

县。９１ｔｔ拍］‘酌１

……竹【２５】版心页２３

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虞”部：“朱
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朱乔秀，
福建建安县人，癸未二甲……朱议汴，江西南昌县
人，三甲。’’‘８１３７４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朱议汴，江西南
昌府南昌县民籍。”【６】嘶

《（同治）新建县志·科第崇祯十六年癸未杨
廷鉴榜》：“朱统镝，字德冲，广东道监察御

史。９９…３３５
【考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统镝
江西南昌。

明崇祯１６／３／１２２。”【驯珊案：“明

崇祯１６／３／１２２”盖误，当为“崇祯十六年癸未科第
三甲一百一十三名”。

《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多炯长子谋墙，字

【小传】朱鼎婆，号乐国，约万历四十二年

惕所，封奉国将军……谋蹬三子统锇，字佛大，号

（１６１４）六月初六日生。原授封奉国中尉，山西平

凤麓。封镇国中尉……统铖三子议汴，字天中，号

阳府稷山籍，绛州人。治《礼记》。崇祯十五年壬

卜初。明崇正（祯）十五年壬午举人，癸未进士。

午科乡试第三十名，崇祯十六年癸未科会试第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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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八十一名，殿试第三甲一百八十五名，南明时
（１６４５年）授福建漳州府龙溪知县。曾祖充煲，祖

［７］山西通志［Ｍ］．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

廷郅，父鼐镌，封奉国中尉。

【书证】《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
“（山西三十五人……平阳府十四人……朱鼎婆，
乐国，《礼记》房，丙（疑“甲”）寅年六月初六日
生。奉国中尉，稷山籍，绛州人。壬午三十名，会
三百八十一名，三甲一百八十五名……乙酉授龙
溪知县。曾祖充煲……祖廷郅……父鼐镌，奉国
中尉。’’［２５］版心页３９

［８］盛子邺．类姓登科考［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
印湖北图书馆藏清钞本．
［９］于敏中．日下旧闻考［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３．
［１０］杨士聪．玉堂荟记［Ｍ］．丛书集成初编本．
［１１］朱兆藩．盱眙朱氏八支宗谱［Ｍ］．１９２９年务本堂
木活字本．
［１２］孙承泽．思陵典礼记［Ｍ］．丛书集成初编本．

《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朱鼎婆，山西平
阳府稷山县民籍。”【６

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Ｊ螂

《山西通志》卷七Ｏ《科目》六《明·崇祯十六
年癸未科杨廷鉴榜》：“朱鼎婆，绛州人。”＂】４５０

【考误】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七
“虞”部：“朱大受，南直昆山县人，崇祯戊辰二甲
……朱乔秀，福建建安县人，癸未二甲……朱鼎
婆，山西泽州人，三甲Ｏ”［８１３７４案：“山西泽州人”，
当为“山西平阳府稷山籍，绛州人”。

［１４］（同治）新建县志［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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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三代履历［Ｍ］．上海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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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１９］四川通志［Ｍ］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

案：“米鼎婆”当为朱鼎婆。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鼎要，见朱
鼎婆。朱鼎婆山西稷山Ｏ（山西绛州）

［１３］江西通志［Ｍ］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

明崇祯

１６／３／１９４。”［２０］７７０该书后附《历科进士题名录》“崇
祯十六年癸未科”注释１５：“《山西通志》作朱鼎
要。”［２０］２６２５

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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