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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觐考察程限之研究

———以《铜马编》为中心的探讨

余劲东 周中梁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中国香港 999077）

摘 要：明廷规定地方官员每三年上京一次，觐见皇帝并完成对前三年政绩的考察，谓之朝觐考察，并

对各省官员的入觐时限进行规定。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地方官员却时常罔顾有关制度规定而提前启程

入觐。作者结合《铜马编》这一官员入觐的纪行文本，对该异常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官员违背入觐程限而提前

启程，“官利”与“国利”的冲突导致了朝觐程限这一合理的制度难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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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统治者仿效周代对官员的考课方式，每三

年对全国地方官进行一次全体考察。至迟在洪武十

八年（1385）朱元璋便已正式确立“外官三年一朝，

朝以辰、戌、丑、未年”的考察方式。① 地方官员需进

京接受吏部考课，最后以皇帝的名义给予奖惩，因

此又称朝觐考察。
有关朝觐考察，过往学者已经进行过一系列的

研究。高寿仙对明代官员的考核标准及内容给予关

注；② 杨万贺探讨了明代朝觐考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及制度的评价；③ 柳海松关注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

的建立和演变过程及官员考察制度的特点；④ 刘志

坚从法律史的角度对明代官员考察制度中存在的

问题、考满与考察的区别以及明代统治者的官员管

理思想进行了辨析。⑤ 但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探讨朝觐考察制度的本身，对朝觐考察延伸出的

一系列问题却鲜有涉及。据笔者所见，至今尚无一

篇文章对明代朝觐官员的入觐程限问题给予过关

注。
每三年一次的进京述职既然被称为朝觐考察，

地方官员经年累月的入京旅程显然构成考察制度

运作中的重要一环。了解官员入觐程限的有关问

题，可以知晓地方官员对于中央朝觐考察制度规定

的接受程度与执行力度。有鉴于过往研究情况以及

本选题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以描述明代官员入京纪

实的文献《铜马编》为中心，⑥ 探讨明代官员的入觐

程限问题，以期通过这一个案来了解明代朝觐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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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制度的规定与落实情况。

一、问题的缘起：启程时间与规定时间的背离

明代官员入京朝觐，意味着相关官员在离开任

职地的几个月内无法完成任何具体行政事务。为提

高行政运作效率并防止官员在路途上迁延过久，早

在洪武年间明太祖就对官员的启程日期做出规定：

“其程途远近，各量道里，比照行人驰驿日期起程，

本衙门速将起程月日申报。远者不许过期，近者不

许预先离职，俱限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① 有

关“行人驰驿日期”史籍缺乏具体记载，这造成了难

以知晓明廷对官员起程日期及路途耗时精准规定

的情况，但却有大量证据表明当时部分官员并不按

照行政条文规定的时间启程。
以福建省为例。揆诸常理，每个省内的府县进

京时间规定应当基本一致，这从明廷对监生、御史

和考满的程限规定可以得到印证。② 但据笔者所见，

仅福建一省官员的朝觐启程日期就有多达三种不

同的记录。一是正德时期兴化知府冯驯（正德三年，

1508 年进士），“明年（正德十二年，1517）春正月，适

维外臣入觐之期。吾郡守冯公行健，以兴化去京师

八千里，先数月戒行，则今年七月也”。③ 二是嘉靖时

左布政使赵某，“岁己未 （嘉靖三十八年，1559），复

觐。于是闽藩左方伯赵公，乃以戊午（嘉靖三十七

年）九月，先期戒辆北乡”。④ 三是与赵公同年入觐的

汀州知府徐中行（1517—1578 年），“是时，（徐）子与

治汀已一年，而明年当觐，于是以十月戒途”。⑤ 仅通

过基本的推断就可以得知：以上三个人的入觐时

间，即七月、九月和十月，至多有一个符合官方规

定。笔者认为，符合官方规定的福建入觐启程日期

当在十月，理由如次。
其一、除以上三位官员外，尚有两位福建官员

入觐时间在十月。一是古田知县杨德周，入觐启程

日期在崇祯六年（1633）十月二十日。⑥ 二是与杨德

周一同入觐的福建福清知县费道用，其自述“次云

阳，遇杨子南仲”，⑦ 查杨德周行至云阳的时间为十

一月中，而费道用同样从福建出发，能在云阳相遇，

可见二人启程时间比较接近。其二、费道用是崇祯

四年（1631）进士，至入觐时入仕仅两年。一般而言，

刚入仕的年轻官员通常会比职业发展进入瓶颈期

的官员更加珍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愿在小事上产

生差错进而影响自己未来升迁，对制度的遵守会尤

其严格。而杨德周仅仅是举人出身，在比较强调官

员出身途径的中晚明时代，能够以举人的身份成为

知县要付出较进士为多的艰辛，不难想见他在仕途

上的如履薄冰，因此同样会是制度的严格执行者。
其三、杨德周的《铜马编》详细记载了他的入觐日

程，杨氏并未日夜兼程的赶路，而是在沿途一路酬

酢游览，在此情况下都可以按时入京，可见明廷给

官员规定的在途时间绰绰有余。因此，有充分理由

认为明廷规定的福建官员启程日期就在考察前一

年的十月。即是说：在笔者所关注到的五位福建官

员当中，有两位官员并未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定日程

限制，提前离开岗位启程赴京，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如果把视线拓展开来，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在明

代绝非仅有。如浙江宁波知府沈恺（嘉靖八年，1529

年进士）“嘉靖庚子（嘉靖十九年，1540）冬孟，吾郡

守云间凤峰沈公，将如京师会朝”，⑧ 宁波与福建相

比，距北京的路程要近上千里，沈恺却和前述的福

建官员同时启程，这显然不太合理。最为明显的例

子来自广东，其下辖琼州府的两级行政长官入觐启

①[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三《朝觐考察》，《续修四库全书》第 78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0 页。
②关于御史巡差的时间规定，“浙江、江西九十日，……山西、山东五十三日”，见《大明会典》卷二一〇《奏请点差》，《续修四

库全书》第 792 册，第 485 页。关于监生探亲的时间规定，“南直、浙江四十日，……山西、山东、河南一个月”，见[明]雷礼：《国朝列

卿记》卷一五九《刘铉》，《续修四库全书》第 524 册，第 378 页。有关官员考满的时间规定，“山东、山西二十日”，见[明]李默：《吏部

职掌·给由程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258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 171 页。综上可知，不论哪种程限，各省之

内的府县间给予的入觐在途时间是基本相同的。
③[明]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卷二《赠郡守冯检斋公入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0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年

版，第 94 页。
④[明]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赠左方伯赵公入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7 册，第 143 页。
⑤[明]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三《赠徐子与入计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7 册，第 144 页。
⑥[明]杨德周：《铜马编》卷上《北征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84 册，第 664 页。
⑦[明]杨德周：《铜马编》卷首《费道用序》，第 662 页。
⑧[明]戴鱀：《戴中丞遗集》卷四《送郡守凤峰沈公入觐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4 册，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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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时间都在八月，如嘉靖年间琼州知府周思久，“秋

八月，藩司拟公入觐，遵王制也”；① 文昌知县罗近

云，同样“趋庚辰（万历八年，1580）王正之觐，以己

卯八月去任，急王事也”。② 然而，他们的上级长官

“广东大方伯方公（良节），先半载戒行”。③ 从琼州到

广州的路程便已超过两千里，且尚需跨越海峡，但

为何驻地在广州的布政使比在琼州任职的知府、县
令还要早数月启程？

通过以上例证，可以发现不少明代官员都选择

在朝觐之年提前入觐，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路途上。
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提前启程离任？他们将多出的

时间用在了哪方面？中央制定的完善政策为何在地

方难以落实？本文将以杨德周《铜马编》为中心，对

官员的路途时间花费进行分析。

二、官员入觐路途的作为———以《铜马编》为中心

明人入觐时自记旅途经历的作品，就笔者所知

至少有如下四种：一是邓庠（1447—1524 年）《东溪

稿》，载有“入觐联句录一卷”；④ 二是郭子章（1543—
1618 年）《家草》，“由福建布政使入觐归而乞休时

作，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也”；⑤ 三是叶秉敬

（1562—1627 年）《叶子诗言志》，“是编首载述职吟

心五卷，乃大计入觐时作”；⑥ 四是杨德周（1579—
1649 年）《铜马编》，“是集乃其崇祯中，为古田知县，

入觐京师，往返记程之作”。⑦ 本文讨论的中心是《铜

马编》。⑧

杨德周，字齐庄，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因屡次

会试不第，至崇祯初年以举人身份任官福建古田知

县。《铜马编》之名取自西汉未央宫金马门，该门前

置铜马两只，后人以此泛指京城宫阙景观。杨氏称

“入春明（京都），瞻铜马，仰宫阙之巍峨，睹衣冠之

辐辏，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而后喜可知也”，⑨ 是以将

一路喜悦整编为书以资留念。杨氏在书中详细记载

自崇祯六年（1633）十月二十日从福建古田启程，至

崇祯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其原职复任的朝觐路

途情况，为了解明代官员入京旅程提供了一个生动

样本。就杨德周个人而言，探胜览古与饮酒应酬构

成其入觐路途的两大主题。
就探胜览古言之，杨德周在福建境内虽未多作

逗留，但自离开福建省界到达浙江后便开始紧锣密

鼓的游览各处名胜。先是“进长山，谒司李阮公旧游

之地”，继而又过（严）子陵祠下，紧接着游览钱塘

江、西湖。待自浙江抵达南直隶以后，游览南京乌衣

巷、庄文节（昶）祠，苏州虎丘、伍子胥故居、甚至还

在枫桥模仿张继夜泊一宿；一路北上的过程中，又

相继游历徐州楚汉相争古战场、滁州醉翁亭，桃山

岳武穆（飞）祠。由南直进入山东境内后，参谒留侯

（张良）墓道，孟尝君养士处、鲍叔牙墓、孟庙。进入

天子脚下的北直隶时，还游览了日华宫及刘长卿故

居。毫不夸张的说，杨德周的入京行程完全是一部

较为经典的旅游指南，涵盖了沿途多处著名的人文

景观。
就饮酒应酬言之，从杨德周的自述来看，其沿

途饮酒的频率非常高。十月二十日启程时，在古田

县境内沿途行走便沿途酬酢，即便如此，在二十二

日夜宿小桥茅店时仍自己独酌。行至临近建宁府，

又与当地的推官解某及典史沈某“夜作小饮”，在启

程之初几乎达到了每日一饮的地步。离开福建辖地

后境况虽略有好转，但饮酒的情形仍时常见诸《铜

马编》，甚至于某日因故“不及酌”都要专门写出，沿

途的放松与惬意不难想见。
因为不能得见更多入觐官员的详细记行文字，

尚无足够资料确定其他官员的完整入觐旅程情况。
但杨德周的个案，无疑是明代官员入觐旅途的一个

经典缩影。唯可关注的是，如杨德周这样严格按明

①[明]海瑞：《备忘集》卷一《赠周柳塘入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6 册，第 29 页。
②[明]海瑞：《备忘集》卷三《赠文昌大尹罗近云入觐序》，第 97 页。
③[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七《奉饯大方伯方公朝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0 册，第 734 页。
④[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五《东溪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 1561 页。
⑤[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九《家草》，第 1611 册。
⑥[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九《叶子诗言志》，第 1620 册。
⑦[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〇《铜马编》，第 1623 页。
⑧钱茂伟曾对杨德周的情况进行过专门论述，其中也涉及到了《铜马编》的相关问题。作者从作品内容和文学价值方面对该

书予以关注，但并未将其作为研究制度史的资料予以使用。参见钱茂伟：《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

华书局，2014 年版，第 302 页。
⑨[明]杨德周：《铜马编》卷首《费道用序》，第 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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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制度规定程限出发的官员，在行进得如此缓慢的

情况下都不至于延误抵京期限，那么究竟是何原

因，诱导部分官员不遵守国家制度，坚持提前半个

月甚至两个月启程上京？

三、提前启程入觐的原因分析

官员能为提前启程入觐所提供的最合适理由，

莫过于担心因路途延误而不能按时抵京。如前所

述，明太祖规定官员“远者不许过期（至京）”，一旦

迟到便会受到相应行政处罚。如广西宜山知县谢

朴，“辛卯（嘉靖十年，1531）夏，请入觐，为当道所

留，吏部以后期去之”，① 可见吏部对“祖训”的执行

十分严格；又如南直旌德张县令，“时当入觐，期迫

矣。署邑推官意不合，以赋未完，止之。令曰：‘赋非

二三日可征也，失期，则大察当黜’”，② 可见官员对

朝觐后期的严重性有充分意识。
此外，因未能按时抵京而使自己受到惩处，无

非使自己一人受过；但若因未按期抵京而无法完成

述职之典，令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治理状况，则

是不利于辖地长治久安的大事，迟至的官员万死

莫赎。在这种高压之下，官员提前启程非但不显

得散漫，反倒还能为自己打造出“急王事”的循吏形

象。
诚然，在关山万里的朝觐旅途之中，确实会如

明代官员所担忧的那样，因各种意外情况而延缓行

程。其一、朝觐在途时间大多集中在冬季，雨雪阻路

的可能性较其他季节为高，因气候问题造成的不可

抗力难以规避。其二、官方驿路系统并非总是通畅，

武当山真人张谚頨在嘉靖十年（1531）入觐时未能

按期抵京，其辩护理由是“驿传艰阻”，嘉靖帝因之

“敕各巡按御史，查提违慢有司等官，罪之”，③ 驿站

系统的效率难以保障也非官员之过。其三、沿途的

治安状况也可能会给官员的入觐造成困扰，万一遭

遇兵乱盗匪，在途官员的行程安排也很可能受到干

扰。因此，官员提前启程入觐的理由看起来非常充

分，并且一心为公、毫不为私。
但这些“看起来”合理的理由在仔细推敲之下，

又显得十分乏力。其一、雨雪虽可阻路，但出现极寒

天气的情况并非每年都有；④ 而且如杨德周一般按

时启程、饮酒游乐尚可准时抵京，那么其他朝觐官

员在遭遇极端天气时，如果快马加鞭也基本能够按

时抵京。其二、享有驿站服务的官员所占比例较少，

大多数官员都是自备脚力，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干

扰；而且如前文福建、广东案例所呈现出的那样，享

有驿递特权的布政使一级官员提前启程的情况，反

而较不享有此特权的低级官员更为严重，这无疑也

属悖论。其三、沿途的治安情况并非总是十分糟糕，

例如京畿及山东地区盗贼偶发，明廷常在朝觐之年

派官员前往捕盗，“宣德四年，以冬月河冻，选差御

史、锦衣卫官各三员，往良乡、固安、通州三路。督令

军卫有司，各照地方，设法捕盗……（成化）十四年，

以朝觐官在途，令巡捕御史、锦衣卫官，先于河未冻

前两月差遣”，⑤ 可见明廷时常在努力维护入觐路线

的安全。那么，抛开这些说服力不强的表面理由，驱

使官员提前启程的真实动因究竟何在？

通过对杨德周的个案分析，并结合其他官员的

零星记载，不难发现各地官员积极要求入觐的深层

次原因所在。首先是广泛拜访在各地任职的僚友。
杨德周一路走来都在与沿途任职的僚友交游唱和，

在其任职地相邻的建宁府，“谒司李解公，沈尉亦

至”；⑥ 在浙江时，“延建阳、瓯宁两大令”；⑦ 至山东

东阿，又“晚晤慈水方年兄，夜话娓娓”。⑧ 杨德周的

情况并非个例，嘉靖时驻济宁的总理河道周用

（1476—1547 年）“至十二月初四日，适苏州府太仓

州知州冯汝弼、吴江知县朱舜民、嘉定知县张重，皆

因朝觐，路出济宁州，与臣相见”；⑨ 昌日乾得知友人

钱惺宇即将入觐，专门去信邀约，称“年丈入觐，便

道过弟，把臂相视，莫逆于心，乃生平一大畅也”；⑩

韶州知府李渭（1514—1588 年）同样是“入觐，过麻

①[明]汪森：《粤西文载》卷六六《谢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67 册，第 116 页

②[明]方弘静：《千一录》卷十七《客谈五》，《续修四库全书》第 1126 册，第 358 页。
③[明]张正常：《汉天师世家》卷四《第四十八代天师》。
④此外，根据竺可桢的研究，杨德周《铜马编》所记的入觐时间，恰处在 1620—1720 年的“寒冷冬季”范围内。在此情况下，杨

德周尚能按时启程、按时抵京，可见天气严寒、雨雪阻路并不足以成为提前启程的理由。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

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 年第 4 期。
⑤[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一〇《杂差》，《续修四库全书》第 792 册，第 490 页。
⑥⑦⑧[明]杨德周：《铜马编》卷上《北征记》，第 664 页，第 666 页，第 668 页。
⑨[明]周用：《周恭肃公集》卷十六《江南灾伤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55 册，第 139 页。
⑩[明]昌日乾：《存笥小草》卷四《柬钱惺宇年丈》，《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0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版，第 6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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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从耿楚侗先生登天台”。① 可见朝觐旅程实际上

为久未蒙面的友人提供了“他乡遇故知”的宝贵契

机。
除了利用朝觐旅程维系僚友情谊，不少官员尚

需回家探亲以尽孝道。宣德年间，山东按察使虞信

弹劾布政使石执中，称其“朝觐枉道回家”，② 石执中

为兰州人，自山东出发朝觐，却绕道至兰州再回转

北京，不可谓不波折。而致仕户部侍郎王之垣“群从

子侄，一以（北直）宁晋令、一以（北直）保定守、一以

江西观察使、一以（山西）阳城令，大计入觐，过家朝

太淑人堂下，更上觞为寿，乡人荣之”，③ 分别在北

直、山西任职的官员利用入觐的时间奔赴山东淄博

为家长祝寿，波折一如石执中。而杨德周同样记

“（十一月十一日）夜，还家”，④ 可见其也有顺道归家

探亲的举动。
更为重要的工作在入京之后。因高级官员主要

集中在京城，而且这些高级官员当中还有部分人与

入觐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诚如明人沈长卿在论

及朝觐时所言，“大计有朝觐之费，同年、同乡、新旧

势要及会试诸友，各有帕仪卷资之馈”，⑤ 可见某些

地方官在京城值得拜访的亲故不在少数。如能利用

朝觐入京的机会妥为经营，即便对自己无益，至少

也不会有明显的坏处。以杨德周为例，其入京后寓

居其五兄京官杨异度之所，且在北京时参加其五兄

的七十寿宴，在宴席上自然能与不少京官构建交

谊，而其在书中直接记载的亲友便有徐无竞年兄及

另一友人（姓名脱落）。像杨德周这般仅会见关系亲

密的友人尚属无碍，但更多地方官员是人为的创造

联系。大多官员在启程前，都会请自己任职地的名

宦为自己写序赠别，而这些赠序很可能成为地方官

员拜访京官的门帖。一旦建立了初次联系，相关的

感情交流乃至利益勾结便很可能随之而来。但倘若

不能按期入京甚至丧失入觐机会，与三年不见的京

城师友巩固感情便成为空谈，拜访其他高级官员的

可能也化为泡影，这显然对锐意进取的官员不利。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官员的入觐热情高

涨，是不少官员罔顾制度规定，提前启程入京的实

质动因所在。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要利用入觐的

机会探亲访友、经营人脉。以交趾入觐官员为例，他

们原籍并不在“两京十三省”之内，不存在便道省亲

访友的问题；也并非通过科举入仕，因此也毋须入

京拜会自己的房师、座师及同年好友。然而他们的

上司黄福（1363—1440 年）却勾勒出“凡吏于土（交

趾）者，莫不愿入枫宸，以觐清光，于是率郡邑之众

吏，各以土宜，将诚入贡”的图景。⑥ 又如丁宾所记：

“余幼读《孟子》，至《井地》一章，輒咨嗟叹息。迨筮

仕句容，入觐过滕，道傍有穹碑，岿然书滕文公行井

田处。余见之，遂下车低徊，不忍去。舆人曰：‘不独

有碑，城中有文公庙在焉。’余亟入拜，其后每过滕，

必入庙谒文公。”⑦ 似乎入觐也仅止是为了却自己的

心结，而非有更多的图谋。但正如方良永所说：“夫

人莫不欲睹所未尝睹，以为此生希阔奇逢。”⑧只要

踏上了入京朝觐的旅程，便至少可以享受长达数月

甚至近一年的免责公休假期，在途中可以非常放松

的游览、玩乐，即使是对政治前景没有任何期待的

官员而言，这种惬意的生活都足以驱使他们积极要

求入京。
综上可知，明代官员对友情、亲情、仕途进取、

视野拓展等各方面的强烈要求，构成了他们提前启

程入觐的原因所在。

四、余论：从朝觐考察入京程限看制度的规定与落实

本文以明代朝觐考察时，部分地方官员并不遵

守中央制度规定的入觐时限这一具体问题为切入

点，探讨明代官员之所以对朝觐入京有着非同寻常

的热情，以至于罔顾制度规定的原因所在。作为中

央一级的政府机构，其制度设计目的在于最大限度

的实现有效治理，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过多关注官员

个体的感情诉求；但对具体官员而言，如何在不明

显违背制度规范的同时，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谋取安

（下转第 26 页）

①[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五《李渭》，《续修四库全书》第 536 册，第 343 页。
②[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辛未条，第 2413 页。
③[明]焦竑：《焦氏澹园集》卷二五《少司农王公传》，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1 册，第 283 页。
④[明]杨德周：《铜马编》卷上《北征记》，第 666 页。
⑤[明]沈长卿：《沈氏日旦》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 1131 册，第 453 页。
⑥[明]黄福：《送莫参议领官入觐序》，收入《明经世文编》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第 1655 册，第 256 页。
⑦[明]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五《滕文公庙碑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44 册，第 176 页。
⑧[明]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卷二《赠郡守冯检斋公入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0 册，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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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至少是满足自己各方面感情维系的基本需

要，才是更为现实的考虑。这种“国利”与“官利”的
直接冲突，构成了以上问题的根源。

从国家角度看，明代有关朝觐程限的制度设计

有助于保证行政效率。而作为地方官员个体而言，

因官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使其因乡谊而形成的朋友

圈和生活圈无法得到保障；远离京城使得他们和中

高层的政治决策者，同时也是有能力影响其政治前

途的官员更加遥不可及；远离父母妻子，又使其感

情无从寄托。朝觐考察提供的入京机会，为这些官

员寻求政治安全保障、满足感情需要提供了契机。
虽然提前入觐带有违规性质，但因沿途受到的

监控相对较少，不易因之受到指控；即使出现前文

述及的那种按察使弹劾布政使的情况，受到指控的

官员也可以提供很多“看起来”比较有说服力的理

由：例如担心路途上遭遇意外情况而贻误述职，是

故提前启程；父母年事已高，因此使用极短的时间

顺道探望，以期忠孝两全。一旦遭遇弹劾，在抗辩时

把这些客观理由尽可能的夸大，不仅使他们与不遵

守行政法规的庸官滑吏绝缘，甚至还能打造出守忠

尽孝的道德模范形象。而在明代那样政治判断并未

脱离道德视角的时代，营造这种形象无疑对官员有

利。
以上种种，恰是部分明代官员积极要求入觐并

且提前启程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些官员

的同僚乃至上级都较少为这一现象提出反对意见，

而将其视作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总的来看，明代官

员因仕途升迁路径与准则不明确而造成的安全感

缺失以及个人感情无法维系等原因，共同促成了官

员的入觐热情；而对于入京程限缺乏具体且有力的

监督维护机制，是造成明代朝觐程限这项十分健全

的制度规定难以得到落实的关键所在。

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一些非洲国家在谋求改变对华

政策时不得不有所顾虑。① 更重要的是，面对台北抵

制“两个中国”的强大决心，约翰逊政府谋求缓和与

北京关系、试图推行“两个中国”的设想有所收敛。
1964 年 2 月，主张“两个中国”、对华采取“门户开

放”政策的代表人物希尔斯曼在约翰逊和腊斯克的

压力下被迫辞职。② 4 月，腊斯克访台时公开表示，

美国会遵守其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的义务，支

持台北“代表中国”，反对在联合国内以北京取代台

北的任何提议。③ 从 1964 年初开始制定到 9 月份最

终批准的对台《国家政策文件》也承认，当前采取

“两个中国”政策将会导致严重的损失。④ 台北的压

力，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上的一个重要阻挠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拖延对新中国的承认，以及今天华盛

顿与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台北“外交”不无关系。虽

然台美关系这出戏是由美国人主导的，但台湾这个

配角不仅可使剧情起伏曲折，有时还可延长戏的时

间。

①《姚百慧：《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世界历史》2010 年第 3 期，第 63-77 页；《蒋廷黻致“外交部”电（第 982 号）》
（1964 年 2 月 7 日），近史所外档，405.21/0065，第 48-49 页；Memorandum of Coversation, between Ball, Martin and Pearson,

January 22, 1964,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 1964-1968, V.12, We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pp.671-675.

②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p. 415-416.

③Rusk’s Statement at Taipei, April 16, 1964,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L, No. 1297, May 4, 1964, p. 694.

④National Policy Paper, September 11, 1964, FRUS, 1964-1968, V.30, China, pp.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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