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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瑞出生前85年，临海有位
知名的清官诞生了，他就是正史上
极 为 推 崇 的“ 清 正 名 臣 ”陈 选
（1429～1487，字士贤，号克菴），历
任山西、江西监察御史，南直隶学
政，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学政，河
南按察使，广东右布政使，广东左布
政使等职。陈选是海瑞的前辈，他
的许多事迹毫不逊色于海瑞。

陈选出自名门，其父陈员韬官
至福建右布政使，是以“清慎慈惠”
而闻名天下的清官能吏。他的启蒙
老师是学高望重的同乡前辈陈璲先
生。陈璲曾在永乐年间连中乡试、
会试两个第一，但在殿试策论中因
流露对朱棣靖难的不满而被列入二
甲，失去连中“三元”的机会。后来，
陈璲成为饶有教育建树的学政，辞
官回乡后创立白云书院，培养了侯
润、侯忠兄弟，陈员韬、陈选父子，林
贵璧、林一鹗叔侄等一批学行兼优
的官员。在师、父的影响下，陈选青
出于蓝，成为了大明极富声望的清
正名臣。

陈选的科举表现也非常优异，
天顺四年（1460）夺得会试第一名，
时任主考邱濬（理学名臣，官至户部
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读到他的文
章后，大呼：“这真是古君子啊！”后
来，见到陈选其貌不扬时，又引用荀
子的话说：“‘圣贤不相’，说的就是
这个道理啊！”这样的赞赏，让陈选
名声大振。

成为进士后不久，陈选就因考
核优异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成为
一名风纪官。虽只是个七品小官，
但奉命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却非
常重大，这唤起了他强烈的正义感
和责任感，所以常挂在他嘴边的从
政格言是：“居此官必尽此职，行此
事必尽此心。”常在案头的座右铭
是：“一心报国，万死不移。”

陈选胸怀正气，刚直敢言，还没
在官场站稳脚跟，就接连弹劾犯了
小错的兵部尚书马昂（宪宗朱见深
的顶级谋略家），批评皇帝最信任的
内阁大学士李贤，阻止倪谦（南京礼
部尚书）进入内阁，阻拦钱溥（南京
吏部尚书）提拔，真是初生之犊，单
纯勇猛。他履行言官职责，维护礼
制正义，一身正气，风骨浩然，受到
士人敬重，更让一些人深为忌惮。

于是，朝廷命他出巡江西。甫
一上任，便以不近人情般的严谨令
人肃然起敬。在履任的见面会上，
布政司和按察司的官员都散漫地穿
着常服前来拜见，陈选毫不客气地
批评道：“人臣觐见君主，都要穿着
标准的品服以示尊敬，这样的礼仪，
在御史面前就可以随便忽略吗？”顿
时，令在场官员羞愧不已，大家自此
不再散漫，风气大振。有些大官员，
甚至是江西一、二把手，为巴结陈
选，常常表现出令人厌恶的谄媚，陈
选又很严厉地批评他们说：“有法度
在，我不敢妄自尊大，私相授受；不
是正义的享受，我是不会接受的！”

在江西，陈选罢黜贪官，弹劾大
臣，无所畏惧。他的威严和正气，很
使一些官僚敬畏。江西官场一时

“旧习顿革”，贪官“自不敢犯”，一股
清风扑面而来。

陈选离开后，江西百姓间就流
传“前有韩雍，后有陈选”的说法，将
他和永乐年间的江西巡按韩雍（著
名大臣，官至两广总督，陈选父亲是
其座师）并列为明代江西最著名的

巡按御史。韩雍在任罢免贪官57
人，江西刁民闻风敛迹。陈选的清
廉之风也毫不逊色。

因 为 出 色 表 现 ，成 化 三 年
（1467）陈选被任命为南直隶学政，
掌管辅都的教育工作，为五品衔。
虽然这时陈选已经不是个风纪官，
却依然让人敬畏不已。传说当时韩
雍正好在家服丧，自以为功业显著
的他，崇尚装饰，讲究排场，充分地
享受朝廷给予的各种特殊待遇，但
听说陈选来了，便赶快让人撤去全
部仪仗，还说：“千万不能使陈御史
知道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陈选
也很有些海瑞那样六亲不认的清
气，连反腐老前辈也要让他三分。

与海瑞更加相似的情节出现在
后来担任河南学政时。那是他为母
亲服丧三年后复出的第二个职务。
成化十五年（1479），统领西厂太监
汪直奉诏出巡各地，他深受皇帝宠
信，权倾天下，所到之处，任意鞭责
官员。河南官员为此个个心惊胆
战，唯恐遭受不测。在迎接汪直时，
都御史以下官员都匍匐趋拜，有人
还吓得直冒冷汗，唯独陈选长揖不
拜。汪直怒责道：“你是什么官？胆
敢如此无礼！”陈选傲然答道：“提学
副使！”汪直更为气愤：“提学副使又
怎样，难道比都御史还大吗？”陈选
说：“提学怎能跟都御史比，只是忝
为人师，要做士子表率，即使是死也
不能屈节下跪。”陈选义正辞严，气
定神闲，而学生们也都群集官署外
面默默为老师壮势。汪直被陈选的
正气慑服，只得好言送他出来，并且
尴尬地说：“今后要没什么公事，就
不需要前来拜见了。”

陈选抗节权宦汪直，间接对抗
了宦官身后站着的皇家势力，体现
了正直士大夫的凛然气节。而海瑞
在御史前的傲岸，似乎更多地只为
个人的师道尊严。因此相较，其境
界和意义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
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人也对都御史
等人唯唯诺诺以至战栗不止而十分
不齿，而将陈选奉为偶像，他就是明
朝文坛四杰和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
的父亲何信，他禁不住赞叹陈选：

“真男子也！”。
事后，陈选还不解气，他秘密向

皇帝上奏汪直在河南盛气凌人、独
断专行的罪状。对于陈选的密告，
皇帝假装不知，而是询问汪直到河
南有没有发现什么好官，良心发现
的汪直说只有个叫陈选的还不错。
皇帝于是拿出陈选的密章给他看。
两人默然以对，事后也无下文。

陈选不仅是廉洁的清流，也是
有为的能吏。改任河南按察使后，
他为政简易，严惩贪官，清除苛税，
平反冤狱，打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
环境。在民生上，他捐出工资购买
衣物，资助那些有德行的老人；他审
理案件，无需兵卒，也不用刑具，那
些皂隶都被他散置在衙门周围自谋
营生，而告状的人只要自己拿着陈
选给的传票去传唤被告即可。百姓
在他的教化感召下，民风更加向善，
他也深受百姓爱戴。当陈选离开江
西为母亲奔丧时，数千百姓哭送，并
为他立生祠。

服丧期满后，陈选的名声越来
越大，在河南巡抚张瑄（官至南京刑
部尚书）极力推荐下，升任广东右布
政使，一年后转为左布政使。在这
一职位上，陈选最终成就了名闻遐
迩的名节清誉，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陈选到任时的广东，贪官横行，
百姓饱受盘剥。他严明法纪，革除

重赋，减少徭役，始终为百姓生计着
想；他解民倒悬，还释放了数百名被
诬陷为海盗或通番之罪的渔民。有
一年，肇庆府地震引发水灾，大量民
房被淹，百姓流离失所，嗷嗷待哺，
巡抚等各级官员却置若罔闻，只有
他为此寝食难安，又怕文书往来辗
转费时，于是等不及向朝廷上奏，就
便宜行事，开仓放粮，及时赈济生命

“垂绝”的百姓。
当时广东设有提举市舶司，当

权的太监韦眷等人以为皇家采办奇
珍异宝为名，横征暴敛，疯狂走私，
扰乱沿海，十分猖獗。嫉恶如仇的
陈选怎能熟视无睹。于是，一场士
大夫与宦官间的善恶对决在远离京
城的广州展开。

首先展开的是成化二十一年
（1485）陈选的“三疏”抗议。一是，
朝廷诏令减免各地贡献，而韦眷却
上奏请用均徭户60人为他添办地
方特产。陈选马上举着诏书据理力
争，皇帝同意减半，韦眷由此怨恨陈
选。二是，有外国人马力麻谎称自
己是苏门答剌使臣，想入京朝贡，私
下做贸易，韦眷看中丰厚的贿赂，想
要成全此事，陈选立刻将此人逐
出。三是，与韦眷有勾结的撒马儿
罕使者从甘肃进贡狮子，想取道广
东从海上回去，说要前往满喇加
（1402年由拜里米苏拉苏丹所建立
的马六甲王国），一路做生意回国。
陈选上疏说不能同意他们的欺骗伎
俩，不然要被外国嘲笑，从而轻视中
国。皇帝采纳他的建议，韦眷就更
恨陈选了。

韦眷凭借皇帝的宠信，嚣张跋
扈，不仅猎取渔盐之利，而且还大肆
走私，非法获利达巨万之多，到了百
姓不敢投诉、官员不敢过问的地
步。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韦眷用
私人航船与外国人合作走私，被为
官廉洁、担当有为的番禺知县高瑶
缉拿，并没收了走私货物，充公入
库。对此，广东都御史宋旻等人都
不敢过问。此时陈选又挺身而出
了。被“士论”拥戴成长的陈选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他亲自发文褒奖高
瑶的同时，还发动其他文人一起写，
并作诗为其母祝寿。

韦眷对此恨之入骨，指使其同
党刑部员外郎李行与巡按御史徐同
爱会审，又指使以前曾被陈选罢黜
的吏员张褧作伪证。张褧虽因犯错
而遭到陈选的罢斥，但他品行端正，
出于对陈选的敬仰，坚决不作伪证，
即使遭受严刑拷打，也不改一词。
李行和徐同爱在没有证据的情形
下，诬陷陈选和高瑶结党营私，借开
仓赈灾为由行贪污之事，强行将陈
选和高瑶逮捕送京。消息传出，百
姓群情激愤，“士民数万号泣遮留”，
卫兵押解他们经由小路才得以出
城。陈选在路上愤郁成疾，李行等
人又阻挠医治，终于在成化二十三
年（1487）五月病死于南昌石亭寺
中，卒年58岁。

张褧获悉陈选死讯后，哀痛万
分，为了替陈选辩冤，他拼死进京向
朝廷上了一道详细的疏状。疏中对
陈选发出由衷的赞美，说他向来“秉
洁白之操，抱忠爱之心”，是富有正
气的好官；表彰高瑶是担当有为，借
以“愧激贪懦”；不得已违反程序发
粮是“志在济民”，这都是“砥节奉
公”之举。而且，很不幸，陈选“孑处
群邪之中，独立众憎之表”，宋旻、徐
同爱等人“怯势保奸，首鼠两觑，漫
无可否”，韦眷等人“横行胸臆”，“意
图奸利，秽蔑清节，荧惑圣明”。为

此，张褧“冒死披陈，甘心鼎镬”，绝
不诬陷“忠廉之士”。陈选和张褧一
个刚正不阿，一个冒死申诉，皆是
《明史》中可歌可泣的人物，后人读
到这段历史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发
出“市舶当年播虐珰，石亭遗骨泪沾
裳”，“克菴在已真能克，德性秋清一
伟人”的盛赞和感慨。

陈选不仅学识渊深，博闻强记，
而且才能卓越，治绩突出，更为难得
的是，他为人“温恭慎默”，“见善而
奋勇”，对人诚恳，是个德行兼优的
学者、官员。他不但以刚烈著称，更
以节俭名世。他的一生敝衣粝食，
安贫乐道。每次吃饭都是一碗，佐
以数根韭菜或半个鸡蛋而已，即使
招待客人，用的也都是“瓦器蔬
食”。出京外任，他是“萧然幞被出
神京，百尺明湖好濯缨”，显然物质
于他如浮云，他重视的是精神。

陈选死时，无以为葬，托病辞官
的好友张元祯正好在南昌老家，为
陈选治丧，也只是简单地用粗葛布
加以殓葬。有人就埋怨他太刻薄小
气，张元祯说：“陈选平生清苦，用普
通的服装入殓，这符合他的志愿
啊！”陈选安贫乐道，生前曾仿照北
宋杰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
淹的做法，置义田140余亩，名为思
远庄，用以祭祀先人、周济族人。死
后，族人见其子陈戴实在贫寒，想要
归还，陈戴说：“这是先人的义举，我
要是私自获取，有愧于先人啊！”这
一安贫乐道的精神也已在子女心中
扎根。

但是，人至刚易折，水至清易
污。就像人们认为海瑞在官场只会
挑刺，有沽名钓誉之嫌一样，尽管陈
选在执法上能惩奸除恶，在行政上
也颇有建树，既是理学名家，也是
教育专家，但在意识形态不够成
熟、腐败问题盘根错节的朝代，还
是有人说他为人“稍峻”，也就是太
过偏激，不近人情。《明史》也委婉
地说他的父亲陈员韬德性“四时皆
备”，颇能变通，而陈选只继承了其
父的“秋”性，显然不够圆通。就连
台州的士人们也有这个意思。陈
选的同年进士郑纪（时任浙江按察
副使）在弘治元年（1488）到台州将
陈选供祀于乡贤祠时，就听到过类
似的杂音。他十分气愤地加以批
驳，并作《书陈士贤挽章后》一文，发
出“天下乌可以无公”的喟叹，使非
议得到平息。

其实陈选的名节在当时就已经
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张元祯在他
的墓志铭中说，陈选名满天下，士大
夫无论认识或不认识，都公认陈选
是天下最正直的人。要是风纪官的
岗位缺人，人们又说非陈选这样的
人来担任不可；要是缺少选拔人才
的官员，大家也会异口同声地说陈
选这样的人才是不二人选。

陈选的公允之心、忠诚之举、清
廉之节，感化了他的“仇人”张褧，更
感动了整个政坛。弘治元年，工部
主事林沂为陈选沉冤昭雪，朝廷诏
以官礼改葬。正德十一年（1516），
朝廷又赠陈选光禄卿，谥“恭愍”。
明代规定，一般三品以上和两京大
臣才能得到封谥，对于只是藩臬郡
守外臣的陈选来说，这是开恩破例，
但人们认为他当之无愧。

后来，广东人将陈选、高瑶与其
他名臣一起入祀广州的遗爱祠。浙
江人则将他与严光、林逋、王十朋、
吕祖谦、张九成、宋濂等两浙名贤列
在一起，入祀杭州孤山的陆宣公祠，
极尽推崇和褒奖。

清 正 名 臣 陈 选清 正 名 臣 陈 选
□□林大岳林大岳

我在临海各地走得多了，地名也就
见识多了。有意无意间，会对那些有趣
的地名进行一些思考，你别说，还真能琢
磨出一些门道来。

临海的地名内涵丰富，多姿多彩。
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比如：紫阳街、广
文路、深甫路、继光街、文庆街；有以传说
人物命名的，比如：丁公园、陈婆岙、吕公
岙、道丈基、仙人基；有以地理特征命名
的，比如：三叉溪、朝天洋、分水岗、石柱
下、水晶坦；有以聚居氏族命名的，比如：
方家岭、章家溪、蒋家山、温家岙、丁家
洋；有以民间传说命名的，比如：洗菜桥、
钓鱼亭、石佛洋、鹿城路、留贤村、涌泉
镇；有以建筑特点命名的，比如：两头门、
大道地、中央屋、高达道、大台里；有以动
植物命名的，比如：猫狸岭、癞鸦桥、鲤山
路、槐梧巷、大柏叶、岩鱼头……还有一
些是以山川形胜、吉祥词语等来命名的，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纵观临海众多的地名，大多寓意美
好，通俗而不粗俗，浅显而不浅薄。但也
不尽然，比如有这样一个地名——羊卵
子。你会想到吗？地名竟然有以公羊的
生殖器来命名的！并且是如此的直言不
讳、毫不掩饰！

这样一个地名，如果你第一次听人
当面说起，十有八九会面露惊讶，难掩尴
尬，甚至怀疑说者轻佻（我自己当初何尝
不是如此）；如果你要对不知道这个地名
的人说起这个三个字，尤其是异性，真会
难以启齿。

刚开始，我以为这不过是民间的搞笑称呼，没成想，这还真是
一个正儿八经的地名。打开《临海地名志》，细细查找，还真可以在
地图上找到“羊卵子”三字；另外，在茅山脚下的登山健步道的起
点，由临海体育局等四部门设立的大型示意图上，就大大方方、毫
无忌讳地标有“羊卵子”。对这个地方的好奇，我特地前往寻访羊
卵子林场。

那是一次极为考验足力的行程。从家门口到茅山脚下，约有
2.5公里，山脚到云峰是3.9公里，再从云峰到羊卵子，还有2.6公
里，加起来一共是9公里，如果按照民间通行的说法，是整整十八
里。若是平路，自然不在话下，但从茅山脚下开始，一直是起起伏
伏的山路，吃力冒汗就在所难免了。好在有路牌的指示，路不算难
找。大约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终点的那块路
牌跟前。这块路牌位于山脊的分叉路口，牌上有三个箭头，中间的
箭头指向前方的道丈基林场，右边的箭头指向龙潭岙，左边的箭头
指向我们的目的地——羊卵子林场。按箭头所指往下十来米，便
到了林场的驻地，确切地讲，应该叫护林点，羊卵子护林点隶属于
临海林场兰辽分场。将羊卵子称之为林场，起初只是民众为了通
俗起见，私下里叫叫罢了，谁知久而久之，连正规部门设立的路牌，
也标示为“羊卵子林场”了。

林点驻地的位置极佳，整个地形呈畚斗状，开口朝向南面，可
毫无遮掩地放进难得的阳光，房后高出十来米的山岗，又稳稳挡住
了北来的寒风。驻地周围绿树掩映，翠竹环绕，极其清幽。中间的
平地看去曾经像是菜地，但现已荒草没膝，沟垄难辨。护林点唯一
的遗存，是一溜三间石头房子。这样的石屋与吾乡普通山民的住
房别无二致，极为常见。放眼望去，周围没有能说明林场“身份”的
牌子，墙上也没留下任何可佐证的文字。部分房子的顶部已经透
天，房门也敞开着。很显然，早已人去屋空。一阵山风吹过，竹林
飒飒作响，倍显凄凉。遥想当年的护林员，与走兽飞鸟为伍，与冷
月清风为伴，其生活的艰辛不去说它，光是这份孤独，就让常人难
以忍受。

我与老伴拍了几张照片，稍作歇息，便返回到刚才下来的山脊
上。因为我还有一件心事未了，那便是寻找羊卵子的肖形石。按
照常理，取这样的地名，一定是会有肖形石的。可眼下，举目望去，
附近的山头草木繁茂，兽道莫辨，附近又无人可以问讯，偌大一片，
根本无处可找。一来二去，太阳已经开始西斜，竹海松林间惊涛骤
起，想到还有十八里的回程在等着我们，我俩也不再逞强，悻悻地
打道回府。至今忆起，依旧心有不甘。

近年来，由于柴古唐斯运动的兴起，羊卵子所在的这条路径成
为了热门线路，羊卵子早已名声在外。其实，羊卵子的原始意象早
就悄悄淡化，在吾乡民众的头脑中渐渐凝固成了一个地名的符
号。今日，面对羊卵子这个地名，人们的观念已悄然改变，说者不
再顾忌，听者不再尴尬。

说实在的，我在心里早已不认为“羊卵子”是个不正经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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