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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张 斌

6月的夏阳炙烤着胶东大地，远山外传来淡
淡海洋气息。燥热的海味萦绕鼻尖，久久不散。丛
氏研讨会秘书长丛松坡站在屋檐下，仔细打量着
丛氏宗祠的一砖一瓦。他平和却认真地说：“我们
的老祖宗丛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苦读不辍，最
后走出当时闭塞的胶东，走向自己的人生旅程。”

丛兰是明朝孝宗、武宗年间的朝廷重臣。这
座祠堂兴修于清代光绪年间。如今每逢重要日
子，丛氏后人都要来到这座祠堂，祭奠缅怀丛兰
等先人。

为谏臣“遇事必言，言则必尽”

明代胶东还是一片较为荒芜的僻土。这里人
口稀疏，文教落后，应试中举者更是寥寥可数。丛
兰考中进士，对当时的丛氏家族意义非凡。

丛兰祖父丛实荣为人厚道，父亲丛春老实巴
交。丛家上慈下孝，家庭和睦，是当地人缘颇佳的
积善之家。

丛家世代务农，家境颇为贫寒。沿海地区无
处买书，丛兰就自己动手抄录，往往夜读到凌晨
才休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丛兰“日异其能，岁增
其智”，终成腹有诗书的饱学之士。

明宪宗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27岁的丛
兰考中山东乡试举人。次年春闱虽然遗憾落第，
他却趁着赴京的机会，挤出多余盘缠购置书籍。
还乡再攻读七年，丛兰终于考中明孝宗弘治三年

（公元1490年）三甲同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
入仕为官，意味着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体

验。从前苦读诗书，追求至善至美的儒家真理；如
今宦海浮沉，直面复杂诡谲的现实处境。丛兰的
难得，在于始终秉承初心良善，不随意屈从现实。

弘治五年，明孝宗令光禄寺花费巨资制造一
批祭祀器皿。这在皇帝看来，是缅怀和效仿父亲
宪宗最好的方式。光禄寺官员却趁此机会，中饱
私囊侵吞大量金银。

明宪宗成化朝的弊政之一就是宠幸僧侣道
士。宪宗不仅沉迷祭祀法事，还对丹药方术情有
独钟。在宪宗皇权的庇护下，方术之士慢慢在朝
堂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收受巨额贿赂，干预人事
决策，将朝纲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官员愤然
上疏，却因触怒帝王而祸及自身。

宪宗驾崩后，大臣为避免重蹈覆辙，极为警
惕祭祀诸事。御史彭程上疏，抗议孝宗建造祭祀
器皿。他认为：“皇坛者，先帝（宪宗）修斋行法之
所。陛下即位，此类废斥俱尽，何复有皇坛置器之
事？”他还质疑，光禄寺的金银都是百姓膏血，即
使支出得当，也要担心百姓是否因而饥寒，何况
如今用于无稽之事。

彭程奏疏出于公心，却戳中了孝宗内心禁
区。他认为彭氏奏疏恶意宣扬先皇过错，丑化先
皇形象。如果不加严厉惩治，更多臣子将有恃无
恐。盛怒的孝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将彭程下锦
衣卫诏狱审讯。

诏狱是特务机构锦衣卫特有的刑狱，独立于
国家监狱体制之外。一般的监狱建在地面上，诏
狱则建在看不见阳光的地方。监狱内条件恶劣，
阴暗潮湿，透着一股凉意，“水火不入，疫疠之气
充斥囹圄”。诏狱大门开在地上，后门开在墙下，
只能一个人趴着穿过。沿着大门是一段很长的台
阶，下行许久才能看到诏狱的真实模样。诏狱四
面没有窗户，墙壁很厚，隔绝外界声音和光线，只
剩下烛光和惨叫声。诏狱审讯不受国家司法体系
束缚，可以任意使用酷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
法”。

诏狱是明代臣子的噩梦。进了诏狱，如果不
改派到刑部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丛兰看到彭程死在旦夕，不顾自身安危，立
即奏疏孝宗，为他呐喊求情。丛兰奏疏情感充沛，
直斥朝政之弊，“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
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宪宗年间得到宠幸的道
士李孜省等人，利用皇帝希望延年益寿的心理，
散布歪理邪说，惑乱朝廷大纲。如今两人自身都
遭报应，可见祸患自来，他们岂能福寿他人？他建
议宽宥彭程，治光禄寺卿的罪过。最终孝宗对光
禄寺卿多位官员罚俸，彭程也从诏狱送往刑部大
牢。

光禄寺法器事件后，丛兰接连上疏讨论朝廷
弊政。他认为圣旨朝令夕改，缺乏权威。比如此前
诏书要求军营勤加训练，不再派遣杂务，可诏书
下达不久，又调用兵卒八千人修筑壕沟，这令军
营左右为难。丛兰质疑，如果一再言而无信，朝廷
如何向天下人显示威信？

丛兰还谏言要宽待稍犯错误的官员，建议对
因礼仪失范被弹劾受罚的官员，免送诏狱关押。
他要求厘正“贫者役多，富者逃役”的不正常现
象。

奏疏结尾，丛兰提醒孝宗不能沉迷一时的歌
舞升平，“今日之务，在惜人才、慎举措、惜畿民、
抚边戍、警怠玩、杜贪残”。

丛兰的频繁上疏，不仅没有令孝宗生厌，反
而令其觉得丛兰是“直言之臣”。孝宗令各部衙门
参考丛兰奏疏，拿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丛兰任言官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则必尽”，
渐渐成为孝宗倚重的能臣。

对宦官“或劾或救，出公理公心”

同是批帝王逆鳞，丛兰平安无事，彭程下狱
拷问。机敏的朝臣和宦官意识到，这个资历尚浅
的小官，似乎格外受帝王青睐。他们纷纷“屈尊降
贵”，主动结交丛兰。

献殷勤的群体中，尤以宦官最为急迫。孝宗
与父亲宪宗不同：他非常倚重文臣，对宦官较为
疏远，宦官地位今非昔比。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
权势，宦官乐于结交朝廷中有前途的官员。

对宦官伸来的橄榄枝，丛兰疏淡相待，不逾
规矩，保持距离。若涉及朝堂重事，他秉承原则行
事，从不为宦官左右。

宪宗朝的宦官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人早
先因获罪而被贬往外地。后来他们靠着攀附权
贵，竟然获得赦免。他们还四处活动，酝酿着重新
回到皇帝身边。丛兰深忧宦官干政重演，所以借
清宁宫火灾事件，上《清宁宫六事疏》，重点提及
宦官此前罪行。奏疏呈递不久，允许宦官回京的
诏令作废，朝臣们惊讶不已。

与许多有身份优越感的士大夫不同，丛兰不
歧视身躯残缺的宦官。对奸诈阴险的宦官，他嗤
之以鼻，横眉冷对；对正直良善的宦官，他尊敬钦
佩，以礼相待。

孝宗身边有一位叫何文鼎的宦官，早先是举
人出身，壮年才因生活所迫阉割入宫。他看不惯
外戚勋贵的作威作福，曾上疏弹劾张皇后兄弟

“抢夺良民庄田，纵容家奴行凶”。何文鼎奏疏言
辞激烈，所言皆是事实，却忤逆了张皇后。孝宗将
何文鼎关押在诏狱，令人拷问其背后主谋者。何
文鼎临刑不屈，高声言其主谋乃“孔子孟子也”。

丛兰感叹“外戚擅权天下有，内官抗疏古今
无”，心内极为钦佩。他联合多位大臣上疏营救何
文鼎。没想到一些政敌攻击他结交内臣，犯了朝
廷的大忌。孝宗又把丛兰罢官下狱。何文鼎事件
查明后，丛兰才得以走出监狱。

明武宗时期，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

他横征暴敛，残害朝臣，朝野胆战心惊，苦不堪
言。

当时的指挥佥事安国，按例要提拔成指挥
使。刘瑾向他索要贿赂，安国家境贫寒，多方借债
也没凑齐贿银。刘瑾竟将他免官，编入士卒行伍。
刘瑾还告诫边将，禁止安国擅自归乡，若边关有
军情，定要安国冲锋陷阵，意欲置他于死地。安国
在边疆心惊胆战，朝夕等死，绝望中向朝臣写信
求救。大臣多畏惧忌惮刘瑾的权势，没有人敢替
安国说公道话。时任御史的丛兰上疏请求收用安
国，引起刘瑾的忌恨。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刘瑾奏派御史到各
地清理屯田。御史们多迎合虚报，伪增屯田数百
顷，令其出租收租。征收来的租金，用来向刘瑾行
贿。边关士兵权益受损，怨愤不已，士气大受挫
伤。

负责清理（陕西）延绥屯田的丛兰，却利用这
个机会查访民情，了解边疆形势。他上奏《清查延
绥条议》，指出当时边关形势危如累卵，“人多不
安……沿边土多未耕种，人皆缺食，自救不瞻。而
乃催征粮草急如星火，是迫之逃窜也”。针对边疆
乱象，丛兰提出“发粮草、免赋税、赏军功”等措
施，消弭近在眼前的祸乱。

丛兰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驻藩安化（今甘
肃庆阳县）的藩王朱寘鐇，利用士卒不满情绪起
兵谋反。丛兰立刻奏陈十事，其中直指刘瑾实行
的各种弊政：“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
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资。校尉遍
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

刘瑾看到丛兰奏疏后，大为愤恨。他一面假
传圣旨严厉谴责丛兰，一面唆使给事中张瓚、御
史汪赐等人弹劾丛兰。大祸临头的丛兰静静等待
刘瑾的报复。幸运的是，边疆形势吃紧，刘瑾忙得
焦头烂额，暂时无暇顾及丛兰。不久，刘瑾因失宠
被武宗诛杀，丛兰逃过一劫，升任通政使。

守边关“所虑长远，心细如丝”

弘治十四年，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率军侵犯
大同。次年，丛兰受命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

丛兰上任后，立刻堵塞联通外界的隧道一百
余处。他根据巡查情况，写成著名的《预防边患
事》。

在这道奏疏中，丛兰客观分析了紫荆关的重
要战略地位，“内护京畿，外邻边塞，逼近大同宣
府，俱为重地，尤为紧要”。他发现当地有一条宽
阔的大河，河岸一侧能绕过关隘直通各地。

丛兰万分诧异此前驻守官员的昏昧，“有此
河，虽有此关，其如无有何异？”他还发现，河流一
侧地势平坦高亢，如果敌军占据此处，可以轻易
俯视关隘，虚实强弱一览无余。

丛兰还查验得知，早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
（公元1449年），蒙古骑兵曾经由河岸一侧迂回攻
陷关隘，当时镇守太监、御史和指挥使全部殉难，
内城百姓哭声震天。丛兰建议朝廷立即在河岸一
侧建起箭楼，并增添士卒，选派能将，加固防御力

量。丛兰对山麓如何凿平、箭楼如何建设、台阶如
何设计、木桩如何摆放，全部详细说明，可谓心细
如丝。

正德五年，54岁的丛兰擢升为户部右侍
郎，并督理陕西三边军饷事务。

当时陕西三边局势棘手复杂，各地叛乱风
起云涌。他们或攻击巡抚衙署，或劫掠百姓民
居，陕西巡抚蓝章无力稳定局势。

鉴于陕西形势恶化，蓝章决定将巡抚衙门
迁到汉中，陕西西北顿时防守空虚。明武宗令
丛兰在料理军饷之余，兼管陕西固靖等处的防
务。

丛兰认为粮饷充足是稳定局面的前提，遂
上奏请求革除运粮的积弊。以前陕西起运粮草
一般由大户承运，他们往往侵吞。丛兰上奏应
改由官兵押送。他还建议，每个边镇预先拨发
内帑银数万两购置粮草，这样能减少细枝末
节，节约经费开支。

在输血之余，丛兰也积极为边疆造血。他
建议放宽当地盐法限制，令商人购买粮食献于
军营，换取食盐销售指标。军士应得的军粮，
按例折成银两发放。为保证军士得到足额军
饷，丛兰要求此前的粮草主管者回避，选派临
近官府衙役分发实物，避免从中克扣，谋取私
利。丛兰的建议均被朝廷采纳照办，陕西军队
乏食问题随即圆满解决。

丛兰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史
载“所筹虑皆百年固守计，边人赖之”。

民受惠“全活者众，立起生祠”

不久，华北地区因旱灾歉收，民心浮动，
朝廷派丛兰前往赈济。

丛兰接旨后，立即从西北赶赴华北。当时
河北、河南、安徽和江苏都遭灾荒，一些地方
几乎颗粒无收。丛兰还未到任，华北即因地方
官救灾不力而爆发民变。混乱形势中，一些山
匪强人趁势而起。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
为害地方。官军前去进剿，却往往损兵折将，
一再败北。

不久，淮河流域的盗贼从江苏宿迁南渡淮
河，威胁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中都凤阳。皇帝
急令丛兰迅速巡视庐州、凤阳、滁州、和州
（皆在今安徽省）等地，全面负责平叛和赈济
工作。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不仅凤阳遭遇威胁，
河南一带也不平静。盗匪头目自称宋王，在归
德一带大肆抢掠。

丛兰一边马不停蹄地拨运粮草赈济灾民，
一边急派指挥使石监会同知州张思齐，围剿盗
贼。他到达安徽霍邱时，看到逃亡者成群结
队，沿途互为践踏，落水者不计其数。丛兰见
状为之泣涕，他立刻召集富户和贫户共同商量
对策。他请求官府出资之余，富户拿出部分资
财，用来赈济贫户并加固城墙。贫户则为富户
劳作并充任筑墙的民工。很快，霍邱城池修葺
一新，而贫户也得到救济。叛军前来攻打霍
邱，见城池坚固也无奈撤退。霍邱百姓感激丛
兰的恩惠，集资建起丛公生祠，夏冬祭祀不
断。

霍邱安定后，丛兰开始筹划如何迅速平息
叛乱。他采取攻心之策，对落草为寇的灾民既
往不咎，并且“拨口粮，发耕牛良种，令还乡
耕种”。在他的感召下，平贼行动极为顺利，
很快“赈济所全活者两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
胁从男、妇六百人”。

动乱迅速结束了，明武宗特令吏部添注名
额，让丛兰顺利赴任户部侍郎。

正德七年，边镇大同烽烟再起。朝廷委派
丛兰巡察居庸、龙泉等处关隘。不久又令他兼
督宣府、大同等边关的军饷。

丛兰赴任后，努力招募壮勇，严格训练士
卒。但在军事力量日渐雄厚的同时，当地水源
日渐短缺，军士饮水出现困难。

为了水源，丛兰带人登高寻找。他发现一
处洼地，令军士掘地三尺，清水突然如泉涌，
一时边军奔走相告。后人将这座泉命名为“丛
泉”。

丛兰按照他当年守紫荆关的办法，关隘布
防、内筑碉堡，敌来可固守，敌退可出击。很

快，蒙古骑兵五万人趋向边关，又有三万骑兵
入侵。丛兰指挥若定，击退了敌军，保证了边
关安宁。

正德九年，丛兰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并继
续总督边地军务。当时他已年近六旬，身体不复
强健，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但都未被批准。皇帝勉
励他，虽为老臣，却是边防柱石。丛兰自此无复他
言，一心守边拒敌、稳定西边。

丛兰在边地加固城池、挖掘壕沟，加强防
御、守住要害。他还选派精锐机巧的将士刺探
敌情，根据敌军动向相机出战，往往胜多负
少。在一次遭遇战中，丛兰指挥部队声东击
西，采取埋伏战术，重创蒙古部落首领小王子
的军队。一贯骁勇善战、威震北边的小王子右
臂负伤，狼狈逃窜。西北军心大振，朝野称
颂。

不久，蒙古可汗率军南侵，气势汹汹，“联营
境外数十万”。敌军重兵压境，边关再度危急。丛
兰以骄兵诱敌之计，一举击败入侵敌军。自此，蒙
古骑兵胆寒，“不敢复南牧矣”。

正德十年，丛兰奉旨自边塞还朝。边疆将士
设千羊宴祝贺庆功，边疆百姓扶老携幼相送。

至暮年“平宁王乱，急流勇退”

正德十年，守边数年的丛兰改任漕运总
督，并兼巡抚江北。

当时宦官刘允奉命迎取乌思藏（今西藏）
活佛。丛兰闻讯数次上疏，谏阻迎取活佛，认
为有害无益，徒增民怨。明武宗听不进众臣意
见，一意孤行派宦官前往，并准备盛大仪仗队
伍。

仪仗队走水路南下，途经漕运总督丛兰驻
地。刘允前往拜谒丛兰，丛兰避而不见。刘允
又向丛兰借大舟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丛兰
一面严词拒绝，一面写就奏疏极陈其害。丛兰
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

正德十四年，丛兰因触怒权臣被解除漕运
总督职务，专任江北巡抚。当年宁王朱宸濠谋
反，名臣王守仁起兵平叛。为响应王守仁，丛
兰将巡抚驻地移往镇江瓜州。他积极调军平
叛，因功升任南京工部尚书。

宁王叛乱平定不久，明武宗却因落水染病
而亡。明武宗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帝位
由堂兄弟继承。

新帝即位是中央权力大洗牌的关键时期。
丛兰此前触怒的权臣再度唆使御使弹劾丛兰依
附宦官。

其实，丛兰对太监并无歧视和攀附之心。
他总是依理而行，既弹劾过汪直、刘瑾等权
阉，也营救过何文鼎等直宦。而在被人弹劾前
不久，他还上疏朝廷，为得罪太监获罪的官员
王銮鸣不平。

嘉靖帝认为丛兰平生清正谨慎，政绩昭
然，未予理睬他人的攻讦。但丛兰此时年事已
高，多年军旅生涯又让他身心疲惫，所以顺势
上书请求退休。嘉靖帝挽留数次，最后批准他
回乡休养。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丛兰在家乡故
居优老堂溘然长逝。朝廷闻讯，赠其太子少
保。

丛兰病故后，后人将他曾经的奏疏编为
《丰山奏议》，供后人参鉴。到了明末，朝政
日益朽坏，名士陈子龙痛感国事日非、虚学日
盛，愤然作《皇明经世文编》。书中收录明代
大臣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其中就有丛兰关于
漕运、守边和屯田的数篇文章。

■ 政德镜鉴┩到登

担任谏官，他遇事必言，敢于发表看法观点。对待宦官，他或劾或救，秉承公理公心相待。守护边关，他心细如丝，劳劳心劳力不留遗憾。

丛兰：谏言不惧险，守边护民安

□ 本报记者 鲍 青

丛兰是明孝宗时期赫赫有名的谏官。他曾
向孝宗提出过许多改进朝纲的意见，其中就有
请求罢免日益泛滥的“传奉官”。孝宗接受了
他的建议，开始逐步削减传奉官数量。

但作为根基深厚的传奉官，经过数代大臣
的抗议反对，才慢慢衰落消失。但作为独特的
用人制度，传奉官的出现依旧导致了一系列复
杂问题。

传奉官自明宪宗登基不久开始出现。天顺
八年（公元1464年）农历二月十七，宪宗即位
第26天，司礼监太监牛玉就“传奉圣旨”：升
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
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
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方式任命的官
员。“传奉官”之名由此而来。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机构，掌管制造金银工
艺品等装饰物。该机构品级很低，此次传升并

未引起多少关注。但不久宦官再度“传旨”，
为太医院多人升官加俸。

慢慢的，宪宗尝到了传奉官的甜头。传奉
官可以通过各项技能，帮助宪宗实现个人喜
好，达成个人目的。而对传奉官而言，通过宪
宗开辟的传奉新途，获得了在原有科举条件下
不可能实现的出仕愿望，提高了自己社会地
位，并荫及子孙后代。传奉之途对两方都是利
多弊少，所以日益兴盛。

诸多道士僧侣乃至工匠富户，都通过进献
方术珍宝取得宪宗欢心，得旨传奉为官。京城
传奉官数量日益增加，甚至吏部尚书尹旻“无
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吏部尚书形同吏
曹而已。到了成化晚期，传奉官数量竟然达到
了3600多人。

传奉官群体的壮大，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明代额定京官人数不足1200人，相应的赋
税薪俸皆依照此数目征收分配。宪宗时各类传
奉官数量，大大超过正常京官编制。若按官俸

最低正九品六十六石俸禄计算，政府额外官俸
需要近十万石。明廷正常的赋税无法满足俸禄
所需，就横征暴敛于民间。百姓为此承受了极
大的负担，引起民心不稳，地方问题频发。

更重要的是，传奉官非出身科举，也引起
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在宪宗之前，明代不论通
过荐举、科举还是举贡、吏员等途径获得出
身，都只是取得了任职资格。如果想出仕为
官，还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筛选才能得到实际职
位。这一系列程序被统称为“铨选”。明代文
职官员铨选归吏部掌管，由文选司具体负责。

在正常选官条件下，获官必备两个条件：
首先获得出身资格，然后进入铨选。传奉官没
通过科举考试，没有获得出身资格，自然没有
资格进入铨选，在吏部选官条件下不可能获
官。

但他们通过传奉，凭借进献珍玩等途径，
绕过吏部程序，直接由皇帝任命为官。但朝廷
官位毕竟有限，传奉者占据政府官职，导致传

统的科举之路受到冲击，“事文墨，执戈矛
者，艰苦万状，皓首而不获沾一命之荣”。

通过传奉进入仕途的官员，还会得到皇帝
的特别关爱，甚至成为干预朝政的权臣。《明
史·佞幸传》记载术士传奉官李孜省“渐干预政
事”，他构罪吏部尚书尹旻及其子侍讲尹龙，
又假扶鸾术干扰朝廷用人，导致朝野侧目。

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朝廷大臣极大反
感。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一傍晚，发生了明朝
开国以来罕见的陨石雨“星变”。星变引起朝
野上下恐慌，宪宗不得已下诏求直言。应诏言
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竟然
不约而同将矛头全部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
“招天变之甚者”。宪宗受形势所迫，被迫革
除了部分传奉官的官职。

但宪宗的个人欲求，终究还是导致传奉官
再度兴盛。不久，星变恐慌还未完全消散，就
有传奉官“进言”，表示陕西等处发生灾荒，
星变已在灾民身上得到应验，皇帝不必再为此

担忧。这位传奉官的奏疏，极大地迎合了宪宗
的心思，他竟被迅速升迁为礼部右侍郎，成为
位居二品的重臣。此后，被罢免的传奉官陆续
被起用，降职的也大多恢复原职。此外，宪宗
还传升了一批新的传奉官，授官势头甚至比星
变前更为迅猛。

到了孝宗即位，传奉官泛滥情况才有所缓
解。丛兰等一大批言官上奏，对宪宗朝整个传
奉官群体提出革罢要求。在朝臣的反对声浪
中，孝宗对宪宗朝吏部、礼部、工部、兵部政
府四部门中的所有传奉官作了黜退、降职等处
理。

孝宗虽对宪宗朝传奉官群体有所抑制，
但并未完全消除所有传奉官。宪宗朝喧嚣二
十余年的传奉官暂时销声匿迹，但三年后，
皇帝传旨升御医为太医院院判，孝宗朝的传
奉复起。

明武宗即位后，有御史言官上疏谈论传奉
官的危害：“朝廷用人之途有限，小人欲进之
心无穷，幸门一开，则希恩求进更相援引，而
传乞之事多矣！圣明之朝岂宜有此。”许多大
臣见状，也联名上疏请求罢免传奉官。迫于朝
臣对传奉官的不利舆论，武宗对孝宗朝近1500
名传奉官进行了部分革除。

朝堂重臣为了清除传奉官群体，进行了不
遗余力的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传奉官渐渐
成为“非美事”的选择，陆续不再被世人所重
视。到了武宗朝，传奉官被再度裁减至五百余
人。而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传奉官已经屈指
可数，发展势头被全面遏制。

·相关阅读·

因明宪宗贪欲而出现的传奉官制度，不仅消耗了国家的财政赋税，也冲击了传统的科举用人制度。

在科举出身大臣的持续抗议下，传奉官群体日益缩减，影响力也不断弱化。

传奉官：因非正途而遭群臣反对

威海文登丛氏祠堂外景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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