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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

1.职官结构化编码
《明代职官中英辞典》

中央輔佐官署類秘書門_翰林院_學士
C8C33_A560_T210
C（类别）: category
A（机构）: administrative unit
T（职官）: title



dropbox\cbdb_helpers\ming office_Gaoce



3.迎合用户偏好2.code文本官名
.



1.获得职官数据

3.手工整理修正

2.确立工作方法

4.电脑结构编码

四步走，争取2019年
实现清代职官现代化。

（二）步骤



两处来源

清代职官资料库 Blaine老爷爷的研究

1.获得职官数据



一对一形式的组合串联。 A-B；B-C；C；D  → A-B-C-D

e.g. 1.匠役：账房处-北鞍库 2.北鞍库-武备院 3.武备院-内务府

匠役：账房处-北鞍库-武备院-内务府

Blaine老爷爷的word
word转换成excel表格。

职官组织架构更加清晰。

Lex对两组数据呈现方式的改变。

清代职官资料库

1.获得职官数据



2.确立工作方法

• 数据选取：各取所长、结合使用。

• 清代职官资料库有10261条职官数据。但数据的排列
组成比较随意。

• blaine研究资料有3095条职官数据。但数据的层级
结构非常严谨。

• 明代职官结构化编码工作方法+Blaine的职官高层级
结构+清代职官资料库的职官数据



3.手工整理修正

• 相互匹配
清代职官资料库数据最高层级与blaine数据的匹配。
共716条数据。
资料库：经承_册库_文选清吏司_吏部
blaine:  吏部_六部_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category）

• 更正顺序
左与右

• 修复错误
多余的符号、错误的数据：督率兴办津卢铁路

• 增补category（类别）
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佐理部、掌管皇族宫廷事务帝

后仪卫机构、八旗、地方机关。
新官制：修订法律馆、商部、巡警部
个人及王府：世子府、和硕公主府、贝勒府

数据的匹配



3.手工整理修正

• 共1418条。
• 按照明代职官名称拆分规则。
• 明代职官结构化编码工作中，一个职

官名称，有三种类型：
title：学正、尚书、太子少保
function+title：管理水利屯田都司、

太宗实录总裁官
appointment type+title：
骑都尉世职、添注右侍郎

职官（title）名称的规范化



3.手工整理修正

• 职官（title）名称的规范化

• 根据《大清会典》《清史稿》《清实录》《清续文献通考》《八旗通志》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李鹏年等编著） 进行稽考、释证，开展六种
不同的处理方法。具体见《清代职官拆分说明》
（dropbox\cbdb_helpers\Qing Office）。



3.手工整理修正

（1）包含机构名称的职官名。 共56条。
e.g.承办事务衙门大臣，拆解为承办事务衙门（A）+大臣（T），保留

大臣。
（2）包含fuction的职官名。 共102条

e.g.总办堂务冠军使、协办堂务冠军使。《清史稿》志九十九职官四：
“四十八年置总办协办堂务冠军使各一人，所衞冠军使兼充。”故总办
堂务、协办堂务为fuction，保留冠军使。
（3）包含appointment type的职官名。共7条。

e.g.世袭朝鲜佐领、候补员外郎，世袭、候补为appointment type。
（4）拆分成两个title的职官名。共12条。

e.g.提调兼典狱官。拆分成提调官和典狱官。

职官（title）名称的规范化



3.手工整理修正

（5）需删除部分内容的职官名。 共14条。
e.g.主客司主事提督馆事。《八旗通志》卷四十三职官志二：“会同馆自顺

治年初置，即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提督馆事。”所以删除提督馆事。主客
司又是机构，故只保留主事。
（6）存在问題的职官名。 共8条。

e.g.协理事务营总护军参领、协理事务营总护军校：
按资料库内容，此二职官所对应的机构为圆明园八旗护军营，现查《大清

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兵部：“十五年议准，圆明园营总及护军参领、静宜园
健锐营翼领及前锋参领遇有副都统员阙，与八旗参领一例论俸，开列其营总
列名于本旗协理事务护军参领之次，护军参领与本旗应升之人论俸，开列翼
领列名于火器营协理事务鸟枪参军参领之后，圆明园协理事务营总之前。”

协理事务营总、护军参领 ，协理事务营总、护军校

二、职官（title）名称的规范化



（三）问题

1.职官名（title）的定义问题。
督率创办新建陆军 、总理海军事宜、督办矿务铁路总局、 总理礼学馆事务 、总

司稽察守卫事宜、直隶巡查御史堂印房、总看奏折 、稽核文稿。
《清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六职官考十二：“三十三年奏定理藩部官制……帮

办二人、稽核文移二人、总看奏折四人，以郎中、员外郎、主事充之。”
明代职官同样出现，如督理西苑农事、协理京营戎政、提督京营戎政。



（三）问题

2.职官名称的拆解缺乏普遍适用的规则。（明代职官的遗留问题）
以大臣为例，清代职官包含“大臣”的有92条：
管理三库大臣、管理大臣、管理王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出使大臣、散秩大臣、

修订法律馆大臣、掌印总统大臣、总统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内外城工巡事
务大臣、管理事务大臣、协理事务大臣、管理监事大臣、会办大臣、外务大臣、会
办外城工巡事务大臣、管学大臣、学务大臣、直年管理大臣、管理官书局大臣、御
船统领大臣、纂拟宪法大臣、政务大臣、典乐大臣等等。

管理三库大臣：三库大臣；管理银库、缎匹库、颜料库大臣
如何处理好职官名称的拆解与提取文本中的职官信息、用户搜索偏好的关系？



形成一份适用性
强的职官结构编
码规则，可适用
未来金、元的职
官编码工作。

解决明清职
官编码的共
同问题

初步完成清
代职官结构
化编码工作

（四）展望



燕京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与重编《全明词》



《
全
明
词
》
介
绍

壹



1982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将编纂《全明
词》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2004年 饶宗颐、张璋《全明词》（中华书局)
2007年 《全明词补编》（周明初、叶晔编，浙江大
学出版社）
2012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词》重编及
文献研究”
2015年 开展了方志、笔记、书画、方志以及小说、
戏曲中词作的捃摭整理。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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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四步
翻、查、考、收



• 潘 援：《西江月· 贺高二尹奖劝》

• 昼静花围锦座，夜良月满春台。庭前松
树阁前梅。尽是甘棠遗爱。 身有千般
公事，心无半点尘埃。喜看一檄远飞来。
知是薇垣奖赉。

《（雍正）处州府志》卷二十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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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明词》第一册收明太祖朱元璋《折桂令》

• 望东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烟寺迂迂，云
林郁郁，风竹姗姗。 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
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

摘自《金坛县志》（未标明版本信息）



• 《金坛县志》共四种，分别修于康熙、乾隆、光绪和民国。经核查，此词在上
述几种县志中均有记载，现录《（康熙）金坛县志》卷一“山川”：

顾龙山，在县治南五里岁丁酉十一月，明太祖东征，尝驻跸于此，题乐府一阕
于寺壁，云：“望东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烟寺迂迂，云林郁郁，
风竹珊珊。 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
相看。”今勒碑建御亭于其上（知县刘美书）……御书、僧舍在今圆通庵。

• 《（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山川下”：
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东征，尝驻跸焉，题乐府于寺壁，云：“望西南、隐隐

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命词臣续之，曰：“烟寺迂迂，云林郁郁，风竹珊
珊。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
今勒碑亭中（知县刘美书）。

《（嘉靖）南畿志》卷二十四：“顾龙山，在县南五里。前望白龙荡，故名。又
名乌龙山。高皇东征，尝驻跸，题乐府于寺壁，命词臣续之，今建御亭于上。”



时间错误

• （一）几种方志中所记载明太祖登临顾龙山及题写乐府的时间与史
实不合。

• 丁酉十一年即元至正十七年（1357）

• 《明太祖实录》《昭代典则》《国榷》《明史纪事本末》

• 方志记载的东征战事，在翌年即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底至十
二月之间实有发生。

• 朱元璋率军十万亲征婺州，自应天经宣城南下，经徽州、德兴、兰
溪。



内容错误

• 望东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烟寺迂迂，云
林郁郁，风竹姗姗。 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
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

• 朱元璋有僧袍经历。



政绩工程？

• 刻有传为明太祖所作的《折桂令》词的御碑当为万历年间所建。
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顾龙山”词条“今勒碑亭中（知县
刘美书）”、《（康熙）金坛县志》卷一“顾龙山”词条“今勒碑
建御亭于其上（知县刘美书）”等记载可知，御碑为金坛知县刘美
所建。

• 刘美在顾龙山一带建造了相关的建筑，并以“龙”“蛟”这些象
征帝王的文字命名，与高祖驻跸题词传说桴鼓相应。《（康熙）金
坛县志》卷二“津梁”：“见龙桥，在顾龙山南，俗名九里桥，明
万历八年知县刘美建，自为记，今圮。”“腾蛟桥，在见龙桥西，
明万历八年知县刘美建，有记，今圮。”

• 县志碑、题名碑、义成广泽二闸碑、龙兴庵碑。



以讹传讹

•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约成书万历年间）卷一言：“金
坛城外顾龙山，太祖高皇帝时，有于高五郎作乱，亲征，
曾驻跸于此，今有御制词刻石碑。”

李诩为常州府江阴人。

• 查于高五郎,并无此人，《（康熙）金坛县志》中有记载地
痞流氓余皋五，“拳勇好斗”。



谢谢 观看
thanks！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