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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

历史上的
名 人

■ 范希江 朱全森 邓 高 向胤道（总撰）

江国霖：为官一任 执政为民 （一）
江国霖（1811-1859），字雨农，号晓
帆，大竹县童家乡人。 江国霖的父亲江大溶
是清朝的庠生（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生员
的别称），曾在乡里作塾师。 其母邓氏系大家
闺秀，亦知书达理。 夫妇晚年得子，国霖又系
单传，故极为钟爱。 入世后历任翰林院编修、
惠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广东巡
抚等职。 他为官 20 余年，一生清廉，所到
任上，一心关心人民疾苦，严惩贪官污
吏。 后被佞臣陷害，罢官归里，
忧郁而死，终年 4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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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霖从小便受到良好家庭的教育， 幼时在其父开的塾
馆中学习。 他聪颖嗜学，攻读刻苦，英敏强记，出语惊人。 三岁读
《三字经》《唐诗三百首》， 四岁学写文章，15 岁便被录入县学为诸
生（秀才），16 岁补博士弟子。知府孙益廷对其颇为钟爱，推荐到绥
定（今达州市）府学深造，奖给助学补贴。 江国霖学习勤奋，鸡窗起
床，刻苦攻读，风雨无间，曾题联自勉曰：“奋起精神，读落满天星
斗；养成羽翼，冲破万里云烟。 ”可见他从小便有凌云之志。
道光十一年(1831)，国霖乡试中举，27 岁取为进士。 殿试一甲
第三(即任翰林院编修)。 次年，任广西主考。 时大溶病殁，国霖奔丧
回家，守制于童家禹王宫内。 建“听风楼”书房，博览古今古典
籍，间或步至田间，询访民间疾苦。 三年服满。 出任须天乡
试同考宫，继为江南主考，国史馆协修，庶吉士教习
和湖北学政。 从政之余，潜心研读典籍，贯穿
诸子百家，羡纂注成书。 士民争购，一
时轰动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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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清初至道光年间，由于城 高、 厚与主城同； 筑城雉堞 1614
垣年久失修，垃圾乱倾乱倒，瓦砾
个，每堞广 6 尺，厚 1 尺 5 寸；筑城
楼 7 座，各高 3 丈 4 尺，广三楹，可
充塞其间， 致使城破败无险可守。
容四、五百人；筑炮台 28 座，选择
江国霖之前的几任太守曾谋划重
地势扼要而置。 公务之余，则考惠
修，都因工程浩大，难以筹措资金
州历史古迹、修山川名胜、浚治台
而作罢。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
池、广植桃李树木等。 江国霖职守
江国霖出任惠州知府。 到任伊始，
惠州最大功绩， 就是修筑城垣，广
立即清理积案，亲审讼词，及时快
植树林，疏通河道，保一郡平安。
断。未逾半年，署中案牍一空。他闲
新城共开七门，江国霖亲为各
时还微服出访， 了解百姓疾苦，调
个城门题额；他又为座落于西湖与
查匪患盗情，及时施治打击。
鹅湖之间为城内供水的碧水关题
惠州地处东江下游， 水灾频
额，曰“廉让之间”。 为惠州留下了
繁，十年九涝。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
宝贵墨迹和文化气息。“
廉让之间”
大雨不停，洪水泛滥，沿江数县一
典出南北朝刘宋明帝与范百年的
片汪洋。 江国霖紧急动员抢险救
一则对话：“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
灾，亲到灾区慰问疾苦，广施钱粮，
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
设站施粥普救灾民。 设法集郡中部
曰：‘
卿州复有此水否？ ’百年答曰：
属绅富捐修， 命令部属全力以赴，
并自出俸银，倡捐巨金。 此举得到 ‘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 ’
又问：‘卿宅何处？ ’曰：‘臣居廉让
郡中部属绅富的大力支持和踊跃
之间。 ’上称善。 后除梁州刺史。 ”
捐助，最后共得缗钱十余万，后遂
择日开工。 修城开工后，江国霖亲 （据宋·刘敞所撰的《南北朝杂录》）
此后“廉泉让 水 ”和“臣 居 廉 让 之
自来往巡视， 监督进度和检查质
间”两句，被用作历代为官清廉的
量，寒风酷日未尝间断。
代名词， 也是江国霖为官倡导廉
历二载， 惠州城墙修筑一新，
政、勤政的实例。
城垣周围一千三百六十丈，高二丈
二尺， 城基宽二丈； 筑瓮城五座，
（未完待续）

地方卫视台
5 月 19 日

北京卫视台
17:25 养生堂
19:32 剧场：我们都要好好的
21:08 向前一步
上海卫视台
10:39 剧场：七日生（28）
19:34 带着爸爸去留学（1-2）
21:14 极限挑战第5季（2）
天津卫视台
07:35 永远的战友（16-20）
12:35 娘亲舅大（20-21）
15:11 故事片：解救吾先生
14:15 武工队传奇（30-33）
17:49 故事片：大魔术师
19:30 娘亲舅大（22-23）
20:15 故事片：六指琴魔
安徽卫视台
21:58 巴霍巴利王：开端（印度） 09:00 周末大放送
中央电视台-8
11:45 男生女生闯天涯
07:32 剧场：突围突围(10-14) 19:33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2:26 家有公婆（23-26）
江苏卫视台
16:31 绽放吧，百合（2-4）
07:30 情感剧场
19:30 破冰行动(19-20)
19:32 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1:36 剧场：猎豺狼(30-32) 21:00 百变达人

13:10 43集电视剧：
守婚如玉（22-27）
（四月十五）
18:20 少儿节目（首播）
18:50 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央电视台
（65-66）
中央电视台-6
中央电视台-1
20:30 经开区视点（首播）
07:41 神秘世界历险记
13:17 我有传家宝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14:16 姥姥的饺子馆(10-13) 09:16 顽皮者的奇遇（法国）
23:05 剧场：秋收起义（8-9）
10:44 无极限之危情速递
19:38 焦点访谈
通川频道
12:32 天才枪手(泰国)
20:06 等着我
（广电4 电信134）

08:20 我的继父是偶像
（10-13）
12:20 44集电视剧：
杀八方（18-25）
19:40 今日通川(首播）
20:00 通川播报(首播）
20:20 半步之遥（7-8）
22:35 42集电视剧：
东风破（16-18）

中央电视台-2
17:41 舌尖上的中国(一)
19:30 城市梦想（第二季）
中央电视台-3
19:30 向幸福出发
20:59 越战越勇
中央电视台-5
08:00 2018/2019NBA季后赛
14:15 2019瑞士女排决赛
21:35 2019国际田联钻石赛

捐 资 修 城

湖南卫视台
12:30 快乐大本营（重播）
19:30 筑梦情缘（23-24）
22:00 天天向上（20/2019）
云南卫视台
08:41 独立纵队（43-48）
12:55 旗袍旗袍（13-18）
19:35 守婚如玉（28-29）
浙江卫视台
07:00 假日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2:00 综艺精选
贵州卫视台
08:10 决战江桥（32-36）
13:15 烈火刀影（38-42）
19:35 汽车评中评
20:20 剧场：战天狼（27-28）
22:10 铁齿铜牙纪晓岚（37）
四川卫视台
19:35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22:30 经典剧场：太太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