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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 昱

今大明湖景区的正谊广场处，在清朝末年，
原为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济南百姓为山东巡
抚阎敬铭所建的祠堂。1913年9月，山东知名教育
家鞠思敏先生等在此创办了济南私立正谊中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改名济南十七中学。

时代变迁，明湖春色依旧。阎公祠的砖瓦雕
栏已难寻踪影，但阎公当年在齐鲁大地为官的故
事，却被人铭记……

为官“执一不迁”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十七中学上初
中。当时，学校要拆除老式校门、两侧的办公室平
房还有老祠堂。施工中，一块石碑从墙中露了出
来，随后被搁置在校门外的空地上。石碑边沿上
有阴刻的二龙戏珠花纹，非常精致清晰，我感到
很好看，便蒙上纸条用铅笔涂了下来。至于上面
的字迹，虽说也很清晰，但当时年龄太小，只记得

‘光绪’等字。”济南文史研究专家王军回忆，当时
校门改造完毕，原祠堂处建起了一排办公室，石
碑却不知所踪。

弹指四十多年过去，王军在大明湖景区北门
附近的花圃中，偶然发现有几块石碑零乱地堆叠
在一起。将一块石碑上的杂草泥土打扫干净，他
惊喜地发现，这就是当年学校门口的那块石碑，
字迹花纹依然非常清晰，只可惜碑身已经断为两
截。碑文内容是光绪皇帝在阎敬铭去世后，追赠
谥号的实录。

碑文中说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老成”。查
《大清历朝实录》，石碑上缺了“寻赐祭葬，予赐文
介”八个字。古人认为“执一不迁曰介”，清朝二百
多年历史中，阎敬铭是唯一得此谥号的大臣。

“执一不迁”是阎敬铭一生恪守的为官之道。
《清史稿》上说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
如乡老”。同治二年四月，他到山东担任巡抚时，
已久经晚清官场风云。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
阎敬铭中举，十一年后才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
散馆授户部主事。在户部十多年间，阎敬铭刻苦
钻研，精于部务。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慧
眼识珠，奏调阎敬铭总司武昌湘军大营总管军
需，兼管营务。阎敬铭在任内，为胡林翼主筹军
饷，一切本着节俭的原则，力戒奢侈，为前方的军
事胜利默默立下大功。胡林翼在向皇帝的奏折中
有“阎敬铭虽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之语，甚为
推崇。

从湖北到山东，可谓费尽周折。同治元年夏，
被提拔为湖北按察使的阎敬铭在官邸，收到父亲
辞世的噩耗。朝廷此时准假百日，让他回山西临
晋县寄寓治丧。临行前，勤俭廉洁的他，虽为官多
年，可拿不出足够的费用为老人置办后事，只得
卖掉自己珍爱的书籍、字画等。同僚为他集资送
行，他却坚决不肯接受赠银。

不到两月时间，同治元年十月，阎敬铭接到
圣旨，命他署山东盐运使。仅过一天，圣旨又追
来，诏赏二品顶戴署山东巡抚。此时的山东，已深
为朝廷忧虑，皇帝在圣谕中说：“山东见当捻幅棍
教，各匪纷乘。地方极关紧要。军务吏治，整顿需
人。”

虽然阎敬铭在丁忧期间，朝廷仍强命他“移
孝作忠”“即行驰赴新任”。当时山东省内最高长
官即巡抚，要负责对起义军作战的指挥，和省内
吏治、税务、漕运、民生、治河等全部工作。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阎敬铭从临晋出发，于同治二
年四月过大运河，直抵东昌府，在那里交接巡抚
印信。

“黄崖事变，千古奇谈”

抵达济南城后，阎敬铭无心欣赏泉城美景，
他关心的是当时的严峻形势：农民起义此起彼
伏，山东境内有所谓“会匪、教匪、棍匪、幅匪、捻
匪、太平军”“啸聚抗官，所在林立”，民不聊生，哀
鸿遍野；黄河年久失修，多处存在决口隐患。

对此，阎敬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联系地方
文官武将，作了统筹安排，将一起起农民起义镇
压下去。这使得他身体、精神都受到极大伤害，几
次请假养病，甚至请求终制回乡，但得不到皇上
允许。他写信给湖北湘军时期的老战友彭玉麟
说：“……弟须已全白，发仓齿豁，左腿行步如携
百钧之重。近日触湿更为痛楚，脾泻不寐。种种作
虑，窃禄于此殊自愧，勉强支吾；不特办贼无功，
治军鲜效也。如何！如何！”

而令阎敬铭身处历史争议中的黄崖山教案，
也在此时发生。黄崖山位于济南长清孝里镇东行
6公里处。春天的黄崖山，被绿色笼罩，生机盎然。
当年修建的石寨已“形销骨立”，这里上演的杀
戮、民众的惨叫，在风雨呼啸的百年长河中，依稀
回响。

早在咸丰六年，江苏人张积中为避战乱，携
眷来到黄崖山清幽之地，以弘扬太谷学派立帜，
引得同好竟相追随，门徒之众，盖极一时。及至捻
军犯境，入山避难者日趋增多，张积中遂命“山上
设粥，山下设场，来者皆得饮食。又设立医药局，
施药治病。远近感其惠，归附益重”。很快聚众达
八千余户，逐渐形成市集。

山寨规模庞大，使官府疑其不轨。时任山东
布政使的丁宝桢念张积中年迈又为世家子弟，给
张机会辩白。但张的弟子与丁宝桢派员产生误
会，杀死马弁一人。当时捻军进逼益近，阎敬铭接
报后疑窦丛生，令张子、候补知县张绍陵陪父到
济南辩白此事。但张积中无视妻子家人围跪求
情，称：“指我造反有何证据？我若前去济南，无异
于自己坐实此罪。倘若汝辈惧怕，可自去言明。”

同治五年十月六日，随着局势发展，阎敬铭
率兵万人亲往，对山寨形成合围之势，张榜重赏
招安，五天竟无一人出寨受招。官民对峙良久，虽
守寨庄众与官兵时有交火，兵丁屡被伤及，但官
兵久无破解良策。毕竟山民乌合之众，炮轰、瓦
解、断汲几计下来不数日，官兵破寨。

破寨过程相当血腥。按照阎敬铭的布置，官
兵分三路攻入山寨，官兵且进且战，分进合击。官
兵顽强进攻，山民抵死抗击，展开山寨巷战。一时
间，山寨尸籍相叠，横陈以暴，血流成川。张积中、
张绍陵父子即率亲戚家属从人二百多人在大堂
自焚，官兵趁机烧杀奸淫，其余民众及入援盐民
军千数人亦先后为官兵悉数捕杀，无一得脱。黄
崖山附近有居民两千多人亦遭杀戮。

“黄崖事变，千古奇谈，伪托宋学，潜为不轨，
招纳亡命，谋非一日，幸其期未至，匪党仅二千数
百人，否则何堪思议。弟昏聩失察，悚惶无地。所
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
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非常变故，深为骇叹。”阎
敬铭写给高密籍门生单为鏓的信中，抒发着自己
的见解。

“对黄崖山事件的悲惨结局，清廷山东政府
与黄崖山寨双方皆有责任。黄崖山寨的过激举动
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索；阎敬铭的过激反应是事件
升级的主要原因。”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朱季康的观点较为中肯。

“得实心任事者”

阎敬铭刚到山东时，正赶上起义军风起云
涌，使他无暇顾及整顿吏治。待省内稍微安定一
些后，他开始着手对吏治进行一番更新。其实，自
嘉庆帝亲政以后，山东的吏政便颇让清廷高层忧
心。嘉庆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实录》中就曾出现

“山东最为难治，官吏疲玩”的记载。
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阎敬铭率营务员弁

“轻骑简从”，分别对泰安、兖州、沂州、济宁及曹
州等地区进行察访，历经月余，逐渐了解了山东
地方官吏“狃于积习，陷溺已深，以诈伪轻捷为有
才，以期饰弥缝为得计，以谣诼诽谤为逞能”。他

探求地方官吏的心志，认为他们无非谋利争财，
专图私便，国计民生，根本不会朝心里挂念。

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的经验，让阎敬铭更深刻
地洞察到，吏治素为地方乃至中央之要政，“窃维
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一州县得人，则一州县
治；各州县皆得其人，则天下无不治”。他明确指
出此时山东存在绅团“聚众抗粮”及“连年土寇煽
聚”之现象，其根源在于“吏治政刑俱失，遂觉德
威皆无”。对此，他主张“今欲安民，必先察吏”。

此外，阎敬铭指出“近时风气，惟‘利’一字最
难打破，而东省官场尤为牟利坏尽一切”。故存在

“得实心任事者”与“俾中材可由人人皆奉公守
法”的难题，对此，他认为官场运作应具备一定弹
性与张力，必须“多用正人，稍宽文法，公私不混，
出入有经，官有以养其廉”。

在整顿吏治的准备阶段，阎敬铭便明确了破
格用人的方针，主张“不循资格，不论科甲、捐纳，
一体相视。但能洁己爱民，事事真实勤恳”。而当
时“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
乡里耻之”，他如此做，反衬出不拘成规的行事特
质。此时科举正途者在官宦职缺中占据优势，然
而捐纳亦在社会人员流动中起到不容小觑的作
用。

这一招，捞出一条大鱼——— 广东南海县人张
荫桓。张荫桓年轻时便显露才干，富有冒险精神。
他第一次参加县试没考中秀才，便不再应试，而
是埋头外语，研究洋务，另寻终南途径。21岁时，
他捐钱买了知县官衔，入山东巡抚幕府掌管文
秘。

一次，阎敬铭为某事向朝廷上奏，由幕僚拟
稿，几次写出来，阎看后都颇不满意。自己动手写
出来仍觉不妥，于是就交代给幕僚李宗岱作稿。
李回到住所，也是踌躇不决，便向张荫桓告知此
事。当时张荫桓正住在舅父家候补，每天泛舟大
明湖，下围棋，结识一些朋友，无所事事。

工于文词的张荫桓，表示愿意一试奏稿。稿
成，李宗岱用以回复阎敬铭，意在塞责。可阎看完
后，觉得叙事明通，深中肯綮，甚为嘉许。问稿如
何写成，李如实相告。于是阎召来张荫桓，交谈之
后，非常赏识，于是让张荫桓佐理文牍。从此，张
荫桓才得以走上飞黄腾达之路，逐步成为晚清名
臣。

“人地实在相需”

除了不看出身用人才，阎敬铭还力图突破旧
例成规的藩篱，将人才用活。按当时规定，“州县
应调缺出，于现任人员内拣选调补；如无合例堪
调之员，始准以候补即用人才题补；候补即用无
人，亦准于现任人员内拣选升补”，阎敬铭却不泥
于成例，认为“人地实在相需”，用人须“因地因
材”“择悃愊无华者为之倡率”。

譬如冠县、历城县及鱼台县等地区知县员
缺，皆“系冲繁难兼三要缺”。比如冠县前任知县
朱瑞国开缺，继任者孙善述处于丁忧阶段，尚未
恢复官职便被委以重任；历城前任知县张楷枝开
缺，继任者陶绍绪处于革职状态；鱼台新任知县
李淦，因处置某些案件，遭遇多次参劾。

干部提拔，有纵横两个方向。阎敬铭认为要
奖惩合行，“窃惟用人之道，黜慝尤必旌贤，举善
乃能化俗。东省吏治久颓，非破格用人，难期振

作”。
惩治的第一步，是先淘汰劣员。阎敬铭对庸

劣僚员采取参劾裁汰，“以昭炯戒而正官常”，其
方式大致表现为一般参劾、对缉捕不力和钱粮亏
空者的处置。

在考核过程中，阎敬铭不断发现地方官违法
乱纪的案例。如东昌守秦际隆贪鄙无能，在阎敬
铭还未到山东前，莘县土匪因为漕运征税而滋事
时，秦竟派员前去说和，致该匪心中无忌，聚众连
陷冠县、馆陶。

秦际隆带兵勇前去捕捉，刚抵达沙镇，有人
讹传警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堂堂东昌守秦际
隆竟弃冠脱靴，悄悄藏在田间草深处。而他身边
的兵勇如星星散落在田野中。待秦际隆逃回东昌
府，就像缩头乌龟一样，任贼侵扰堂邑、莘县，焚
掠东昌，不敢出府城一步。

这一可耻的行为，虽经阎敬铭的前任谭廷襄
处分，将秦际隆撤任调营。可秦有不少小聪明，没
过多久，又官复原职。而到了宋景诗抢粮割麦时，
秦际隆又代为消弭，不予上报。那时民间盛传，宋
景诗馈送秦际隆不少银两之事。

像秦际隆这样的身为地方朝廷命官，打仗临
阵脱逃，巧弄伪装，贪生怕死，丑态百出，贻害百
姓，理应严厉治罪。阎敬铭知悉后，立即将其罢
黜。

而在山东官声本属平常的方振业，在泰安县
任内时，为前任布政使司清盛之父积极办理建筑

“泰山公馆”，挪用公款，并供应食用珍稀物品，迎
合上司。对此，阎敬铭经查实后，奏报朝廷：山东
吏治，马上要整顿妥当。可这位县令既行贿赂，阿
谀上司，又贪污军需万余两，请朝廷将其革职，永
不叙用。

阎敬铭利用四年多战事间歇的时间，对山东
吏治进行了大力整顿，先后经朝廷谕准，弹劾罢
黜了州、县级的“庸劣不职”官员百余人，纠正了
官场的颓败之风，恢复了廉洁正派的运行机制，
受到朝野上下赞誉。正如他为蓬莱阁手书的楹
联：“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
赤手挽乾坤。”联语大气磅礴，其赤诚之心溢于言
表。

“以廉洁自矫厉”

阎敬铭治吏，也并非一致好评。曾国藩曾在
书信中评价道：“所抄参折，肆口互诋，至不忍
读。”正是深切体察了宦海的诡谲，阎敬铭在谤誉
交加之时，请乞开缺回籍。他在奏折中称“东省政
繁时艰，微臣性急念躁，心愈焦灼，病愈加增。若
勉强恋栈，则是情同欺罔；设有贻误，负罪更深”，
该请求最终获允。

阎敬铭在后来致长子阎迺林的家书中，真实
地表露自己的心迹：“生平薄视富贵，颇顾名义，
而所遇之时势，地位即求平妥而不能，日夕危慛，
如何如何。”

生平薄视富贵，此言不虚。阎敬铭所处时代，
正值清朝走向败落、官场极端腐败之时，他却主
张去奢崇俭，为政清廉，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
厉”。他为官多年，常年穿布袍，不管周围人如何
评论，他毫不在乎。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朝
廷大员。

阎敬铭不仅穿着俭朴，所吃饭菜也极其简
单。即便是请客，也毫不铺张。一次，新任学政上
任，阎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为粗劣的饭菜，中
间一碟为干烧饼。阎敬铭拿起饼来，掰开就吃，若
有余味。那位新学政却咽不下去，“终席不下一
箸”，在阎敬铭的再三邀请下，勉强吃下半碗白
饭。事后，学政评价这顿巡抚宴请时说：“此岂是
请客，直祭鬼耳！”

由于阎敬铭自奉俭约，操守清廉，以身作则，
山东官员“司道以下无敢以鲜服见，牧令相率服
坏色衣，隆冬无白风毛褂，酒馆、茶园、勾栏无丝
弦歌舞声，虽微末员弁不敢错移一步”。

据清代文学家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六记载：
“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
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
尝冬月衣一絮袍，出示僚属曰：‘此贱内手弹者
也。’僚属无不叹服。”

阎敬铭的夫人田氏，也是吃苦耐劳之人，对
丈夫的作为甚为合拍。同治六年，她和阎敬铭从
济南出发，到山西省虞乡县城外的屯里村定居。
在屯里村，田氏写的几首游戏诗作，流传至今，勾
勒出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景象———

“牡丹芍药争艳，柳絮葵花不见。玉米人人堪
折，金针开的满院。”“豆角黄瓜搭架，海棠果儿莫
下。西瓜就像核桃，枣子还莫长大。”“东西两岸朝

房，屋瓦滴的摒珰。人人吓得破胆，蒲气”“狗娃满
院乱跑，过来人儿就咬。一朝生了大气，杀了”“老
妈怕做活计，做活张口瞌睡。好歹吃些东西，精
神”“后院作诗有味，各种吟完乐趣。猛然抬头观
看，福字”

这些透着泥土气息的文字，如果用陕西话读
出来，颇具朝气蓬勃之田园意趣。田氏不仅能在
山东巡抚大堂后织布，还可以在乡村的简陋条件
中，寻找到归去来兮般的熟络。

“治民事如家事”

去奢崇俭，在阎敬铭看来，“必廉乃能勤，必
俭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意思是说，勤
俭生廉，廉洁才能成事，他以此规律对照过许多
官员，百人无一例外。咸丰八年，有人向其推荐了
位“能人”。阎敬铭请他吃饭，发现此人不仅穿着
过分讲究，还嫌饭菜简朴不肯下筷。阎敬铭观此
情景叹息道，像这种讲究吃穿的人，怎能与之共
事？怎能成事？坚决辞退这位“能人”。这位所谓的

“能人”果然终其一生无所建树。
民国李详在《药裹慵谈》中记述了阎敬铭倡

导生活俭朴的品德：“官山东巡抚日，躬御布袍，
着靴，下缎上布。州县及候补人员，衣服有鲜明
者，必遭诃斥，或则撤任，或则停委。人皆相习为
伪，衣冠敝陋。”

阎敬铭这种严苛的俭朴，也闹了不少笑话。
当时下属为了迎合他，纷纷穿上练麻衣。如此跟
风，官府有如乡下田院一般。他最初不大相信属
下官员会如此节俭，便让人暗地里听这些官员的
议论。没想到，这些人伪装得极好，从言语上听不
出一丝丝纰漏———“练麻衣很舒服，比那些锦衣
好穿多了”。他听后大喜，却没想到这都是下属的
圈套。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他调任
后，其僚属又华焕如初。

有齐河县的官员，穿着御狐袍来见阎敬铭。
阎敬铭盛怒道：“你何得如此？想是百姓脂膏。你
难道没听说我有条教在官厅张榜告示吗？”

这位官员装作惶恐，故意浑身发抖地回复
他：“我知道这么做有罪，但卑职这件袍子的价格
跟羊皮一样便宜。大人的告示出来后，同僚们争
购羊皮褂。狐皮的价格因此骤落，所以卑职以贱
价置办了这件衣服。凡今之寅僚，出门穿羊皮，回
家穿狐貂，故意取悦上台，其心殊不可问，卑职不
敢附和。”

听到这一解释，阎敬铭的怒气消除，向这位
官员的耿直致谢。数年后，这位官员被推选到直
隶州的知府。

同治六年二月，阎敬铭因病不支，被准予开
缺离东省回乡。他的心思依然挂念着山东。在两
年后，他的同僚、山东布政使李宗岱致信给他说：

“承询山左循吏，溯自宪旌临莅之后，牧令始知恪
守官方，其后丁宫保、周中丞又能萧规曹随，故至
今山左吏治仍为海内第一。然求其真不愧‘循良’
二字者，亦未易多觏。有全守士锜者，其为人廉明
通达，屡任大缺，至今仍萧然寒素，德州、章丘、历
城等处，至今民犹歌颂之。余如淄川韩令钊、沂水
王令恩湛、肥城程令西池、平度吉牧灿升，茌平张
令熙瑞，均卓著政声……王令之治沂水也。时常
单骑下乡，治民事如家事，于通邑之村庄道里皆
烂熟胸中，故职事无不修举之。数子者均职道素
所悦服者也。”

类似这种反映山东情况的信件，阎敬铭一年
要收到十余封，这使他及时了解了齐鲁之地的吏
治、民生、军事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与
民生、度支有关的数字情况，借此研究当时的社
会问题。

阎敬铭在与同僚书信交流时，济南百姓在大
明湖南岸忙着筹建阎公祠。“阎公祠坐北朝南，南
抵街道，北临湖岸，院内除有祠堂、庑房外，还有
荷花池和太湖石假山，池南有潜亭，四柱飞檐。”
王军介绍，阎公祠为山东士绅集资所建，后来阎
敬铭因支付款项等事触犯了慈禧，致使立祠终未
获准，故建成不久即为废祠。

■ 名流影像

一次，山东巡抚阎敬铭宴请新任学政，所设皆为粗劣的饭菜，中间一碟为干烧饼。新学政“终席不下一箸”，在阎的再再三邀请下，

勉强吃下半碗白饭。事后，学政评价说：“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阎敬铭：今欲安民，必先察吏

□ 本报记者 卢 昱

阎敬铭一生为官多是理财。他掌管大清财政
多年，精校财赋，剔除中饱，节用务实，将之前混
乱的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理
财专家。而他在吏治上的诸多作为，与理财是一
脉相承的，严苛而不失法度，经常不拘一格出奇
招。

为体恤民力，阎敬铭在担任山东巡抚时，奏
请停亩捐、粟米捐等。同时，因战乱不已，又不得
不继续开征盐厘（对贩卖食盐者收税），以维持庞
大的军费开支。左宗棠曾说“山东库存尚多，阎丹
初之力”。因其整顿财政成效显著，其他省份也都
仿效其施行章程。

由于多年战乱与人祸，山东境内的河道失

修，土地荒芜，灾害连年不断。阎敬铭用两年时间
疏浚河流，以利舟楫与灌溉。他还亲赴灾区，食宿
在农民家中了解灾情。

阎敬铭的为官之路，自幼可见其章法。他出
身于商人家庭，其父阎铁早年送他及其弟阎敬舆
跟随关中大儒路德就学于关中书院。阎铁“尊师
重道，教子甚严”，阎敬铭18岁时就考中举人，为
其仕途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养成了正统的儒学观
念，并贯穿于他一生的作为之中，是他终以清官
形象载入史册的主要原因。

阎敬铭的仕途之路，起步时甚为坎坷。读书
时，他并非传说中的“神童”，完全是靠了“十年寒
窗苦”，才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在路德老师的培育
下，于道光十四年甲午（公元1834年）中举，时年
十八岁。中举后，他连续参与了三次会试，均未能

得中进士第。按考核制度规定，取得举人后，会试
通过了叫贡士，也称“拔贡”，再经过皇帝亲自命
题，进行殿试，这是最后的一次考核，得中了才是
进士。

如果举人通过不了会试，还有别路可走，即特
设的“大挑”一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三科会试
不中的举人，才能参加。阎敬铭恰好是三科不中，
可以参与大挑。以他的心意，当然想取得进士出
身。他是个很有抱负的人，早年读书他很欣赏晋代
大诗人左思“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志气。可
多年会试“春闱困顿”使他心情沮丧，也只好退一
步想：读了多年书，虽不能春风得意，但在官场好
歹有个立足之地，可以不再依靠家中资助。

即使一再降低心理预期，阎敬铭也败在“大
挑”环节。这都得怨大挑时，那看人下菜碟的奇葩

制度。大挑的仪式极简单，并不作文写字，只是设
一公案，摆上应选举人的名簿，主持大挑的王爷
入座后，即唱名传举人谒见，十个人一排齐跪下，
只凭王爷大臣一看，他认准谁是一等便是一等，
毫无凭据，可以说是全凭运气。

王爷大臣挑人，并非完全靠心情，还是有一
套评价体系的。届期吏部堂官（尚书侍郎）先对大
挑举人过堂查验，然后再请旨派王爷大臣面试挑
选，条件重在形貌与应对。相传有个“八字标准”：
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同”即面方体正，

“田”即举止端凝，“贯”即身材颀长，“日”即骨骼
精干，此四者为合格。“气”乃体貌歪斜，“甲”乃头
大身小，“由”乃头小身胖，“申”乃两头小而中间
粗，此四者不合格。凡符合前四种体貌者再审查
其应对，要求言语详明，熟悉吏治，但在实际操作

中往往只看体貌而不察应对。
完全依靠颜值竞争的举人们，十人中取五

人，一等的两人，二等的三人。一等的，会放为知
县的县令，二等的做学官。阎敬铭春闱受阻，不得
已，只能参加大桃。使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却因

“体貌不扬”吃大亏：“体小头大”的“甲”字形，况
且前额很宽，而两眼一高一低、一大一小，看上去
活脱一个乡巴佬，只能被看做“八仙”的后四种。

挑选时刻就要到了，举人们刚刚跪下，等待
自己的命运如何选择。这时一位负责挑选的亲
王，突然走出来，拉长了嗓门喊了一声：“阎敬铭，
起来。出去！”

阎敬铭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脑子里一片空
白，没想到头一个喊了自己的名字。就只这么一
句话，他被淘汰了，命运也随之转向。他懊恼地走
出王府，也无心再逗留北京。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乡朝邑。

很长一段时间里，阎敬铭沉默不语，苦读精
研，立志一搏。路德老师勉励他说：“你熟读经史，
当知道‘百折不挠’之谓。”路德老师的安慰、指导
和鼓励，给他长了志气。这次落选让阎敬铭深受
打击，决心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于是继续埋
头苦读，终于在1845年考中进士，继选翰林院庶
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

·相关链接·

举人们刚刚跪下，一位亲王突然走出来，拉长了嗓门喊了一声：“阎敬铭，起来。出去！”他又被淘汰了。

“大挑”：看人下菜碟，靠颜值竞争

原山东巡抚大堂后遗存(在今济南珍珠泉畔)

阎敬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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