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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正史，就不会
觉得锦衣卫神秘

———访中国明史学会首
席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一家几代人在锦衣卫担任要职，并且没
有断代，对深入研究锦衣卫具有一定意义。 ”8
月9日，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毛佩琦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新
田发现谱系完整的锦衣卫世家给予肯定。

“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锦衣卫。 ”
毛佩琦教授介绍， 锦衣卫是明朝皇帝亲军之
一，当时亲军有十二卫，锦衣卫是其中一卫。 锦
衣卫所负责的是皇帝保卫、出巡仪仗及一些内
外情况收集等工作。

很多人在锦衣卫担任的所谓职位，实际上
是荣誉职位，如谁获得军功，在封赠子孙时，就
可以在锦衣卫里拥有一个头衔。 锦衣卫又是实
实在在的军队，在很多人眼里，它和东厂类似。
东厂是明代宦官组织，是专门调查了解情报的
机构。 东厂的主要负责人常常和锦衣卫的最高
官员联系密切，因为东厂没有武装，其奉皇帝
命令承担的任务最后要锦衣卫来执行。

毛佩琦说，明朝一些大案，有的由执法部
门进行查处，有的是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执
行。 锦衣卫有一座诏狱，管的就是皇帝下令抓
的要犯、钦犯，所以锦衣卫显得很厉害。 其实，
锦衣卫材料很多，正史里有非常多的关于锦衣
卫的记载， 被神秘化是因为大家小说看多了，
正史看少了。

新田骆氏家族连续六代有人在锦衣卫任
职，毛佩琦教授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明朝军
人世家是世袭，军人属于军户，就像农户的孩
子是农户一样，军户的孩子也是军户。 锦衣卫
军官常常是世袭，所以就会出现连续多代在锦
衣卫任职的现象。 湖南新田发现的锦衣卫世
家，并不是特例，全国的锦衣卫都是这样。 只
是，有些锦衣卫世家有材料留下来，而有些没
有材料留下来。

“新田发现的锦衣卫世家，为历史研究提
供了新的资料。 ”毛佩琦说，可以作为个案对锦
衣卫的世袭情况进行研究。 此外，骆氏家族为
什么成为军人世家，其家风家规情况，如何延
续家族历史，这个锦衣卫世家对当地有什么影
响， 和其他地方的锦衣卫世家有哪些异同，都
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三座明式门楼一字排开， 气势伟岸，彰
显昔日的显赫与兴旺。

8月上旬，湖南日报记者来到永州市新
田县金盆圩镇骆铭孙村， 看到保存完好的
门楼上，仍悬挂着“锦衣总宪”“楚南望族”牌
匾。该村的骆氏族谱中，有“以诚公，时随征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戊申年克敌有功战阵而
亡”的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江山后， 设立了锦
衣卫，这个执掌生杀大权的机构，一直显得
比较神秘。 湖南的地方史研究专家发现，在
新田（明代属宁远）曾有一个显赫一时的“锦
衣卫世家”， 骆氏一门连续6代有人在锦衣
卫任职，其中有3人曾担任过锦衣卫的最高
官职都指挥使。

始建于明代的门楼上，至今
悬挂着“锦衣总宪”的牌匾

湖南省文物局退休专家谢武经在研究
湖南地方史时， 在新田县发现了谱系完整
的“锦衣卫世家”。

8月上旬，记者来到新田县骆铭孙村探
访，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宏的门楼映入眼
帘。门楼前，方圆数亩的湖面平滑如镜。

门楼保存基本完好， 同行的谢武经介
绍，门楼的柱础是明代的建筑风格。当地村
民说， 门楼上以前有“文武荣流”“衣冠门
第”的牌匾，后来遗失，不知去向。走进门
楼，新砌的砖房子林立，一条狭窄的青石板
路通向村内。

这样的门楼， 在骆铭孙村共有3座，其
始建年代都在明代。

步行约百米， 来到另一座门楼。4根木
柱布满皱褶和裂纹，满是岁月的痕迹。门楼
上，“锦衣总宪”4个字的红漆已经剥落。谢
武经说，门楼由榫卯结构建造，主体建筑年
代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 新田县文物管理
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门楼上的“锦衣总
宪”4个字，和门楼镶嵌在一起，要取下必须
把门楼拆掉， 因而这个牌匾至今悬挂在门
楼上。

门楼内， 同样是骆氏家族祖祖辈辈走
的青石板路。路基的边上，有一块仅剩半截
的旗杆石，上面有“明宣德丁”4个字。旗杆
石是中进士后建造的， 这说明明宣德年间
村里有人中进士。

第三座门楼， 是始建于明代的骆氏祠
堂。门楼上“楚南望族”4个字还很清晰。据
传，“楚南望族”牌匾为明代万历皇帝所赐。
祠堂内，有刻于清乾隆三十六年的《骆氏新
建祠堂序》碑文。

“族谱里记载，安邦公是骆铭孙村的开
村始祖，生于北宋开宝四年（971）。”骆铭孙
村党支部书记骆智生告诉记者， 骆铭孙村
从北宋建村，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村里目前

有3800余人，90%以上是骆氏后裔。
千年古村骆铭孙， 现存明清时期的古

民居100余栋。2017年， 该村被公布为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 村里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巷
道、 排水沟等历经数百年依然保持原貌，精
美的木雕、石雕随处可见。谢武经说，从现存
骆铭孙村的古代建筑看，确实富丽、堂皇、气
派，依稀可见当年的繁盛。

一门6代任职锦衣卫， 其中
有3位担任过都指挥使

在骆智生家，他取出一套《骆氏宗谱》，其
中记载：“以诚公，生于元至正九年，随征明太
祖战阵而亡”“明洪武戊申任指挥千户侯”。

在《骆氏宗谱》中，还有其数位先祖
任职锦衣卫的记载：“安公， 历弘治甲寅
（1494）兴献王出翊南藩，公在选获任使，
多称上意，嘉靖登极，念藩邸旧勋，锦衣
卫都指挥使掌印务”“椿公， 袭父爵锦衣
卫指挥佥事”“思恭公，明太子太保，袭授
锦衣卫”“养性公， 明崇祯时袭父爵掌锦
衣卫”。

不过，令人觉得蹊跷的是，骆安、骆椿、骆
思恭、骆养性等在锦衣卫任职的人，宗谱里其
生卒年、 卜葬地一栏均是空白。“我们也一直
觉得很奇怪， 因为宗谱记载的就是族人的生
卒年、妻子儿女、葬地等情况，唯独他们几个
空白的情况很罕见。”骆智生说。谢武经推测，

这或许与在锦衣卫任职有关系。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谢武经从《高

拱文集》中发现了一篇《骆安墓志铭》，一个谱
系完整的“锦衣卫世家”从而浮出水面。

《骆安墓志铭》作者为明代首辅高拱。第
一段写道：“嘉靖己酉十月十三日，明威将军
锦衣卫指挥佥事骆公不禄……公弟定暨
寅，以其兄僚魏君《状》来乞‘铭’。予素辱公
交厚，知公懿行为详，胡可以不文？”意思就
是，1549年骆安去世后，他弟弟骆定和骆寅
求我为他写篇墓志铭， 我和骆安素来交厚，
对他的为人处世很了解，怎能不写呢？

从墓志铭可知，骆安，湖广宁远人，其高
祖骆以诚在元末时， 跟随明太祖打天下。骆
以诚两个儿子，寄保有战功，曾任济阳卫的
千户正职，死后没儿子承袭；寄善以弟承袭
乃兄官职，后又传给儿子骆广。骆广改调羽
林卫，再传给儿子骆胜。骆胜娶胡姓女子为
妻，生下骆安。

谢武经根据《骆安墓志铭》《骆氏族谱》
等资料综合研究，发现“随明太祖战阵而亡”
的骆以诚的孙子骆广， 是骆氏家族进入锦
衣卫任职的第一人， 其儿子骆胜承袭锦衣
卫千户的官爵。1523年，骆安被提拔为锦衣
卫都指挥使。

墓志铭还记述， 骆安的妻子李淑人无
子，“侧室高生男，曰椿。”骆铭孙村《骆氏族
谱》记载，“椿公袭父爵锦衣卫指挥佥事”。到

万历年间，骆氏一族的骆思恭又擢升为锦衣
卫都指挥使。《明史》 列传·卷一百九十四记
载，骆思恭任锦衣卫都指挥使42年，时间从
万历十年（1582）至天启四年（1624）。此后，
骆思恭的儿子骆养性，也任锦衣卫都指挥使
16年。

骆氏家族的首位锦衣卫
都指挥使， 为官颇有政绩
� � � � 骆安，是新田“锦衣卫世家”第三代在
锦衣卫任职的人， 也是骆氏家族第一位担
任锦衣卫都指挥使的。 新田县骆铭孙村现
存的“锦衣总宪”牌匾，就是嘉靖皇帝赐给
骆安的。

高拱写的《骆安墓志铭》中，对骆安其
人其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谢武经说，该墓
志铭是高拱根据骆安的两个弟弟骆定、骆
寅提供的资料撰写的， 因而墓志铭的记载
应该准确可信。

据墓志铭载，骆安小时候不喜欢嬉戏，
有一股少年老成的味道。 但到出外从师读
书时，却特别地勤学好问，博闻广见，知识
日增。弘治初年，朱祐杬受封为兴王，挑选
护从人员，骆安的父亲也在选中之列，并且
任地方长官，于是骆安也跟随到了承天府。
数年后，骆安承袭父职，很有政绩。

1521年， 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入朝继
承皇位，是为嘉靖皇帝，骆安侍从护卫，上
下左右应对，尽心尽力。皇帝特别降旨，升
其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并为世袭。接着，又
受荐举， 督理京城内外城池街巷的治理工
作，他采取拆迁、修补、合并等多种措施，让
老百姓能安居乐业。

1523年，骆安被提拔为都指挥使，掌握
锦衣卫大印，多次得到蟒袍、佩刀的赏赐。
骆安说︰“我只是一介武夫，侥幸以些小
功劳，却得到如此恩遇。如果我不能谨小
慎微，秉公守法，时时刻刻尽心尽力，又怎
能报答皇上的大恩呢？”于是，告诫部下官
校：“我不敢放纵包庇不尽职的人，也不敢
轻易表功。你们如果渎职不作为，那是你
们自己招罪；或者有损于百姓，也是你们
自己招罪。只有公正平心，才叫做尽责称
职。”从这以后，强暴者有所收敛，诡诈者
也销声匿迹， 而好人也不用担惊受怕，一
时誉为风清气正。经过三年考绩，加升一
级实职。

骆安为人直率， 喜欢当面批评指责人
家的过失。有人想请他“开后门”，他会反复
责问。因而招来小人们的怨恨，诽谤攻击四
起，终于被免职。没多久，嘉靖皇帝回想起
骆安当年的功劳， 下诏给予锦衣卫指挥佥
事的官衔退休。

骆安辞官回家后，便杜门谢客，绝口不
谈世事，生活淡泊俭约，每日只是读书，或
与亲朋好友下棋聊天。这样生活了20年，享
寿77岁而逝。

在明代，新田骆氏家族曾连续6代有人在锦衣卫任职，其中有3人担任过都指挥使———

新田“锦衣卫世家”之谜

� � � � 8月1日，新田县金盆圩镇骆铭孙村，第三座门楼，是始建于明代的骆氏祠堂。门楼上“楚
南望族”4个字还很清晰。据传，“楚南望族”牌匾为明代万历皇帝御赐。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8月1日，新田县金盆圩镇骆铭孙村，保存
完好的门楼上，悬挂着“锦衣总宪”的牌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8月24日，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收官。最终，中国与日本在此“战场”上均取得19枚金牌，时隔12年
后双方再次打平；奖牌数上，中国队以50比52稍逊一筹。

表面平分秋色，背后却“暗流涌动”。遥想4年前，中国泳军在金牌数上以22比12将日本甩在身后。雅
加达之旅作为东京奥运周期的“中考”，给中国泳军提了气，更敲了警钟。

惊喜不少 单项“偏科”

� � � � 雅加达朋加诺体育中心的一
池碧波，注定留下中国泳军“双子
星”的身影。

8月24日晚，随着孙杨在1500
米自由泳的折桂、徐嘉余领衔男队
在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问鼎，
自此，“大白杨”成就亚运会“四金
王”，“小甲鱼”笑称回国可以开“五
金店”，两人联手贡献9枚金牌。

孙杨用4金霸气回应世界“你一
哥还是你一哥”。 在本届亚运会上，
“劳模” 孙杨报满200米至1500米自
由泳所有项目，从8月19日开赛首日
折桂200米赛场，到收官日竭尽全力
拼下一块1500米金牌， 这趟雅加达
奇妙之旅着实充实———补了200米
自由泳亚运会金牌的“缺”；重返800
米自由泳之巅；400米、1500米状态
依旧在线。说孙杨是当今世界“自由
泳之王”，不存在异议。

徐嘉余赛前霸气承诺要“斩5金”，
小伙子果然将诺言兑现。 奔着宿敌入
江陵介去的徐嘉余这次在个人所报三
个单项上实现“三杀”对手，将50米、
100米和200米三枚仰泳金牌一网打
尽。曾经的徐嘉余，被入江陵介“打得哭
鼻子”，现在的小伙子，足以令日本人
“害怕”。此外，徐嘉余还与队友一起在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男女4×
100米混合接力较量中强势夺冠。与孙
杨同样来自浙江的小弟正努力与“大
哥”挑起大梁成为“中国男泳扛把子”。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游泳其他
“大兵小将”同样干得风生水起———汪
顺在200米混合泳有惊喜逆转， 余贺
新在50米自由泳一举折桂。 此外，19
岁的李朱濠拿下100米蝶泳银牌；闫
子贝在50米蛙泳预赛还创造了新的
亚运赛会纪录……不及大牌闪耀，但
小将们也有自己的一束光芒。

� � � �中国女队此次亚运会在金牌数上8比11落后
日本队，相较上届15比4的成绩逊色不少。纵观中
国泳花的表现，可谓有喜有忧。

正值16岁的“泳坛双姝”王简嘉禾与李冰洁成为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泳最大的发现。 论单项，400米、
800米、1500米自由泳赛场上王简嘉禾夺三金，李冰
洁揽三银，而李冰洁还延续神勇揽下女子200米自由
泳金牌；论团体，两朵小花携队友一举拿下女子4×
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霸气无比。如此一来，王简嘉
禾共收割4金，李冰洁取走2金3银。两人在中长距自
由泳赛场上的风采，本届亚运会旁人难以企及。

刘湘以26秒98在女子50米仰泳赛场一鸣惊
人，打破尘封9年的世界纪录。“新科女神”的横空
出世，甚至让赛前立志成为赛会MVP的“日本美
人鱼”池江璃花子一度忧心。

这位池江璃花子便是中国女泳目前最难以逾越
的劲敌。18岁的日本小花本次在雅加达大放异彩，在
50米和100米自由泳及蝶泳、400米接力、400米混合
泳接力中豪取6金。 她超越了前辈西侧由美在1970
年、1974年亚运会上创造的5金纪录， 已成为当今日
本女子泳坛不折不扣的一张“王炸”。

池江璃花子的可怕之处， 是她有望对中国女泳形
成“长期威胁”。18岁的她目前已有领军者风范，她到底
还能释放多少能量人们“不敢”想象。此外，她身后还站
着酒井夏海、渡部香生子、大桥悠依，都绝非等闲之辈。

近20年的亚运会历史中，曾有罗雪娟、庞佳颖、
焦刘洋等人的中国女队， 从未让别国同一选手在
一届赛事中收走这么多金牌。眼下，王简嘉禾与李
冰洁在中长距离上手握优势并不足以沾沾自
喜———傅园慧状态下滑，史婧琳、于静瑶、张雨霏
难以独撑，刘湘赢了非奥项目50米仰泳金牌却失
了个人主项、奥运项目50米自由泳桂冠，种种迹
象表明中国女泳还不够稳定。

� � � � 8月24日中国队艰难赢下男子4×100米混合
泳接力，让中国队在金牌数上终于追平日本队，但
此次雅加达赛场中国队的接力表现，算不上惊艳。

本届亚运会7个游泳接力项目中，中国队收获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4×200米自由泳
接力以及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三项冠军，相
对日本的4冠处于劣势。作为考量整体队伍实力厚
度的项目， 中国队此次在接力比赛上的稍处下风
折射出总体实力出现了“偏科”的短板。

论“距离偏科”———坐拥孙杨、王简嘉禾、李冰洁
在内的男女队， 目前在中长距离上的优势肉眼可见。
但放眼全球，2年后的孙杨能否还能充当“全能王”，体
力是个问题；王简嘉禾在亚洲首屈一指，可面对美国
霸主莱德基胜算几何，还只能打个问号。

论“单项偏科”———中国蛙泳在雅加达堪称全
面溃败， 旗下6个单项中国队没有一块金牌入账。
想当年中国有“女蛙王”罗雪娟当道，日本有“男蛙
王”北岛康介挑梁。如今，日本女队在本届赛会将
50米、100米和200米蛙泳冠军悉数拿走； 男队小
关也朱笃和渡边一平俨然已接过北岛康介的班，
中国队新星闫子贝、覃海洋尚难以与其掰手腕。

混合泳、蝶泳也有不同程度下滑。混合泳女子方
面， 既有4×100米混合泳接力因犯规被取消成绩的
“意外”，也有“叶诗文后无新王”的尴尬，周敏、杨畅成
色尚浅。男子方面，汪顺在雅加达一战成名，但萩野公
介和濑户大也在该项目上的底气仍难以撼动。

女子蝶泳的无功无过让人怀念起焦刘洋、刘
子歌当年的辉煌和霸气。 如今虽有张雨霏崭露头
角，但实力沉淀得仍不够；男子方面李朱濠总在大
赛上差了一点， 何况在亚洲赛场他还有新加坡名
将、里约奥运冠军斯库林挡在前方。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周倜）8月25日，在
亚运会女子龙舟200米直道竞速赛（TBR200）决赛
中，我省选手彭晓娟、陈晨在列的中国女子龙舟队，
以56.161秒的成绩夺冠； 在男子龙舟200米直道竞
速赛决赛中，我省选手刘学刚、曾德林与队友一起，
率先冲线收获金牌。

女子200米直道竞速赛，中国队派出包括我省皮
划艇运动员彭晓娟、陈晨在内的12名队员出征。决赛
中，姑娘们划得非常强势，最终以56秒161的成绩率先
撞线，夺得冠军，印尼队以56秒817紧随其后。

彭晓娟与陈晨携手队员拿下金牌，湖南水上力量
再次绽放。皮划艇运动员出身的两人在此前取得过不
少荣誉：23岁的陈晨初出茅庐，曾在2017年全国春季
冠军赛中拿下女子单人皮艇200米第四名。26岁的彭
晓娟则更“老练”，曾在2010年全国锦皮划艇标赛中获
女子双人200米亚军， 在龙舟运动领域， 她曾蝉联
2016年、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冠军， 并获
2017年世界龙舟锦标赛女子200米冠军。

男子200米直道竞速赛的金牌则为中国龙舟男
子队在亚运会征程中的首金。中国队派出包括湖南皮
划艇运动员刘学刚、 曾德林在内的12名运动员出战。
决赛中面对中国台北队的强势， 小伙子们毫不畏惧，
凭借后半程发力，最终以50秒832夺得冠军。

帮助中国队摘得金牌的湖南选手刘学刚和
曾德林两人此前已拥有众多荣誉。 两人均斩获
2016年、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冠军，2017
年世界龙舟锦标赛男子500米冠军。

助力中国龙舟捧回双冠

湖南“水上力量”再次绽放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周倜）湖南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高尔夫球（成年组）今天在长沙龙
湖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开球仪式。

根据规程， 比赛将从8月25日持续至8月28
日，共设男、女个人54洞比杆赛与男、女子团体
54洞比杆赛，将产生男子个人、女子个人、男子
团体、女子团体四枚金牌。据悉，本次比赛共有长
沙、娄底、衡阳、常德、岳阳、益阳、株洲、湘潭、郴
州、邵阳10支代表队、共计64名运动员参赛。

此前，省运会高尔夫球青少年组比赛已于8
月21日落下帷幕。

省运会高尔夫球成年组比赛开球

省运会前奏

2018雅加达亚运会
8月18日－9月2日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扬眉吐气“双星”正闪耀，少年未来可期1.

“双姝＋女神”，小心日本有“王炸”
面临大敌2.

接力现短板，家底还要更厚实
仍需累积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