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明清时北京的人口普查
在古代中国，“博士”这一称谓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后来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官职，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实践能力。 古代的“博士们”除了精研传统经

学，还是法律、书画、医学、天文乃至算数、音律等领域的专家，可谓是博古通今、多才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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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通今 多才多艺

术业有专攻的古代“博士”

“博士”称谓可追溯至战国
博士一词最早出现在战

国时期，指的就是学识渊博之
人， 就像颜师古所说：“博士
者，多闻之士。”这一时期见诸
于史籍的博士已有数人，例如
《战国策·赵策》记载赵王见到
郑同时说：“子南方之博士也，
何以教我？”《史记·循吏列传》
记载：“公仪休者， 鲁博士也，
以高第为鲁相。 ”这些人都是
当时富有学识的士人，是“博
物通达之士”， 因而被称为

“博士”，并受到人们的尊敬。
魏文侯曾说：“博通士也

者，国之尊也。”这些博士作为
高级人才，自然成为国君们拉
拢的对象。 大约在战国末期，
一些诸侯国为了延揽人才，专
门设立了博士官，博士也正式
成为一种官职。《宋书》 中有
“六国时往往有博士， 掌通古
今”的说法，可见当时的博士
官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为国君
起到参谋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
设立了博士官。《汉书·百官

公卿表》中有“博士，秦官，掌
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
数十人。 ”秦始皇时有博士官
七十人， 六百石的品秩相当
于郡承，并不是很高的官阶，
也没有什么实权， 只是起到
咨议的作用。《汉官仪》记载：
“博士，秦官，博者通博古今；
士有辩于然否。 ”

汉承秦制， 汉代也保留
了博士官制度， 而且这些在
秦代职权有限的“博士”们，
在汉代迎来了施展智慧、传
播知识、辅佐君主的好机会。
汉高祖刘邦废除了秦朝烦苛
的制度， 却造成君臣之间没
有尊卑法度， 以至于大臣们
在朝堂上喝酒吵架， 甚至酒
醉之后拔剑砍大殿的柱子。
为此， 博士叔孙通为刘邦制
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礼仪制
度，规范大臣们的行为，使得
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
皇帝之贵也！ ”（《史记·刘敬
叔孙通列传》）。为此，博士又
有了执掌礼仪的职责。

汉文帝时， 为了广开学
路， 设置了研究百家学问的
诸子专书博士和研究儒家经
典的专经博士， 著名的大臣
晁错、贾谊、董仲舒都是博士
出身。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
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设置
了五经博士。 五经是指《诗》
《书》《礼》《易》《春秋》，五经
博士的选拔主要通过征召
和举荐， 选拔的标准很高，
要求为“学通行修 ，博学多
艺 ，晓古文《尔雅》，能属文
章者”（《汉官六种》）， 不仅
要通经明义，还要品行高洁。
东汉时期， 还有专人负责对
博士候选人进行考核， 考核
的结果还要经过皇帝的裁
决。 五经博士相对于原来的
博士官， 增加了在太学教授
弟子的职责。 博士弟子由最
初的 50 人，到东汉时期增加
到近三万人。 从这一点来看，
那时的博士官倒有点像现在
的博士生导师了。

古代“博士” 专精一行一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士官

的体系逐渐扩大，职责也开始
出现分化，出现了专门掌管礼
仪的太常博士和专门负责教
授经学的太学博士、 国子博
士。 这期间，除了教授儒家经
典的五经博士外，还出现了一
些专精一行一艺的博士。如魏
明帝设立“律博士”，负责教授
法律知识，为国家培养司法人
才；晋武帝设立“书博士”，专
门教授弟子书法，为国家培养
书法人才；北魏还设立了“太
史博士”“太卜博士”“太医博
士”， 这些都是精通一行一艺

的专门人才。
唐代建立了较为完整的

学校体制， 中央所设的高等
学校包括“六学”，即国子学、
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
算学，此外，还在门下省设弘
文馆， 东宫设崇贤馆， 称为

“二馆”，太医署、司天台也都
招收生徒传授医学、 天文历
算等专门技术知识， 各地郡
县也有专门的地方官学。 为
了培养人才，满足教学需要，
唐代的博士官种类更加丰
富， 增加了很多专业领域的
博士， 比如研究天文历法的

漏刻博士、 研究针灸的针博
士、 研究按摩导引的按摩博
士、 研究符咒的咒禁博士、研
究兽医的兽医博士、研究算术
的算学博士以及研究乐器演
奏的太乐署博士等等。博士作
为高级的教授官带动了整个
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
的繁荣，而一些专门学科博士
的设立也促进了各个行业的
发展。这些博士在相关领域都
有高深的造诣，除了供奉朝廷
外，有的还要教授学生、著书
立说，和现在的教授、学科带
头人颇有相似之处。

进士相当于如今的博士学历
唐代的博士官制度基本

上被后来的朝代所继承，一
般只做细微的调整。 如宋代
设立了武学博士， 爱好书画
的宋徽宗还曾设立过书画博
士，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米芾
就曾担任过书画博士。 明清
时期基本上只保留了负责教
育的国子监博士、 负责礼仪
的太常博士以及负责天文历
法的钦天监漏刻博士。 博士
的职责虽然重要， 但是职级
一直不是太高， 倒是学士由
于接近皇帝，往往参与机要，
职位不断上升， 特别是明代
废除宰相以后， 内阁大学士
逐渐承担了宰相的职能，品
级要比博士高得多。

由于明清时期对于科举
较为重视， 因而科举制度十
分完备。 科举主要分为三个
步骤，首先要通过童生试，童
生试又分为三场， 分别是县
试、府试和院试（道试），全部
通过的考生称为生员， 也就
是俗称的“秀才”。 秀才可以
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
试， 通过乡试考试的考生称
为举人。 举人可参加第二年
春季举行的会试， 会试得中
者称为贡士。 贡士还要参加
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
试取中者称为进士。 由于殿
试一般不会淘汰考生， 所以
说通过会试考试者也可称为
进士。 如果将科举考试与现
在的学位制度进行简单类
比，那么秀才相当于学士，举
人相当于硕士， 进士则相当
于博士。

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
一般会授予翰林修撰的官
职； 第二和第三名分别称为
榜眼和探花， 会授予翰林编

修的官职； 其余的进士则会
授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
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
知县等职，可见考取进士后，
就有机会当博士了。

由于唐代设立了很多专
门学科的博士， 博士在民间
逐渐成为对精于某种技艺或
从事某项专业之人的一种尊
称，类似于后世的师傅。唐代
的茶圣陆羽就曾被当时的人
称为煎茶博士。 后来茶馆中
的伙计也被称为茶博士，如
《水浒传》第十八回中，宋江
与何观察两人走进一家茶坊
里坐定之后，“宋江便叫‘茶
博士将两杯茶来。 ’”同样的
酒店中店小二则被称为酒博
士，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

“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
饭量酒博士。 ”《京本通俗小
说·志诚张主管》中也有“一
个人从后面赶将来， 叫道：

‘张主管，有人请你。 ’张胜
回头看时， 是一个酒博士”
的情节。《西游记》第四十九
回中，金鱼精灵感大王因为
沙僧手持降妖杖，把沙僧错
认成了磨博士，还说“你不
是磨博士， 怎么会使擀面
杖？ ”这些都说明博士这一
称谓，在民间不再专指教授
学生的学官。

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因
为博士的地位降低了， 相反，
博士既是朝廷命官，又学识渊
博， 因而社会地位较为尊崇。
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心，通过互
称博士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
身价，正如明代《吴风录》中所
称“至今称呼椎油做面佣夫为
博士，剃工为待诏，家人奴仆
为郎中，吏人为相公”。

（据《北京晚报》）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阳市一鼎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硅油建
设项目

建设地点：南阳市官庄工区化
工产业集聚区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阳市一鼎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总 13949333258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河南佳昱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苗工 0371-69118178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 、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 网 址 为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的网络链接网址为：http://www.
hnhpgs.com/huanjingyingxiangbao－
gaoshu/quanwengongshi/2020/0111/
1937.html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法和

途径： 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可联
系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索取。

六、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
目周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和提出意
见的方法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填
写调查表、当面或者通过电话向调
查人员叙述以及发送电子邮件给
调查人员等形式表达自己对此项
目建设的意见。

八、提交公众意见表和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

南阳市卧龙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我局核准，准予成

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南阳卧龙瑞和医院

地址:南阳市车站南路 262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11303MJY419718W

法定代表人：崔纪国

业务主管单位：卧龙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注册资金：人民币陆佰万元整

业务范围：综合医疗

南阳市一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硅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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