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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德清档案

德清县档案馆主办

德清状元介绍（三）
◎蔡升元

蔡升元（1652~1722），字方麓，号徵元，蔡启僔

侄，德清城区（今乾元镇）人，家居西庙桥北的蔡家里

（今德清县新安镇西庙桥村）。他幼承家训，三岁能

调四声，百不爽一，习读典籍，工诗善文。清康熙二

十年（1681）辛酉科蔡彬榜举人，名列三十七名。与

弟蔡彬同出汤文公门下。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状

元。蔡氏家族频频中试夺魁，成为德清名门望族，以

致引发出民间神奇传说。据传，蔡升元的先祖蔡绍

文筑屋落成时，夜间梦见神仙在其屋顶，一手托盘，

授四张红纸笺，每张红纸笺上皆写上“一”字。其后

蔡绍文的孙子蔡奕琛官至明朝刑部侍郎，曾孙蔡启

僔、玄孙蔡升元均在殿试高中状元。另曾孙蔡彬，为

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科浙江乡试解元。至此四个

“一”字，人们方悟梦之征兆。

蔡升元高中状元后，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

四年(1685)御试翰詹诸臣于保和殿，操笔立就，上览

其诗文，称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八年(1689)升

右春坊，次年春转左春坊，督学江南。三十年(1691)

二月，以终养父母为由，陈情返归德清。康熙四十二

年(1703)农历二月十四，康熙帝南巡杭州，蔡升元在

德清大麻吴王庙码头迎驾，召入御舟问曰:“缘何不

速返京?”蔡升元答道:“因以三代未葬。”上命侍卫海

青传谕:“蔡升元学问很好，家计很穷，赐给葬银六百

两。”他又于杭州行在銮恭进《迎鉴诗》及《万年颂》十

章，康熙帝阅之，曰:回家早完尔祖父葬事，速进京供

职。”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至河北涿州，路逢圣祖西巡

回銮，迎于道左，垂问殷殷。廿一日入朝谢恩，升詹

事府正詹事，仍充日讲起居注官，人值南书房。四十

七年(1708)任山东乡试正主考。四十八年(1709)蔡

升元因介入皇太子允礽废立的权力之争，为皇太子

允礽厌恶。其为巴结权贵，将女儿进献索额图，为朝

野人士所不齿。同朝不少官员弹劾，说他“轻浮无

实”，而被勒令退休。五十一年(1712)朝廷下令补其

为内阁学士。五十三年(1714)出任会试副主考官。

五十四年(1715)充任会试总裁官。五十六年(1717)

擢左都御史，疏请编辑《省方盛典》。钦命巡抚陕西，

祭黄陵，赏绿旗营。五十八年(1719)升礼部尚书。他

多次上疏提出政事改革，简化繁琐批案程序，惩治批

审中的渎职大臣，制止肆意拘捕百姓，索贿敲诈生意

人，皆为朝廷允准。六十年(1721)，告老返乡，六十一

年(1722)十月二十二日患疾，整衣而逝，享年七十一

岁。钦赐全祭全葬，爱惜倍加。葬在德清县城西三

里(今乾元镇西门外大壮岭)祖坟。清嘉庆《德清县志

卷八》有传。

蔡升元蒙恩优渥，康熙皇帝两次赐第，命陈元龙

伴送进宅，有病遣御医刘声芳诊治，珍贵不一，实为

少见。乾隆三十五年(1770)崇祀乡贤祠。

《吴兴诗话》:“蔡大宗伯入直馆阁，矢音六义，言

畅意美，卓绝一时。”徐宗伯《题荣归图》诗:“金字头

衔瓜裹银，韦平世业掌丝纶。算来十二年间事，再见

龙头第一人。”“彩服趋庭昼锦游，枌榆惊动万人眸。

休夸马上仙郎少，翁媪堂前尚黑头。”朱竹垞题云:

“记听句胪已年，词头草罢擘宫笺。不知才于循陔

后，锁院何人下水船。”又绘《早朝图》，陈泽州、王渔

洋、徐宾村、胡南苕、朱竹垞、高江村，査他山俱有题

句。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一二有载，清嘉庆《德清

县志》、民国《德清县新志》有传。

康熙四十七年(1708)，宁夏王全臣开凿了大清

渠，以利灌溉农田、果园之便。蔡升元有《题大清渠》

诗：两渠中划大清渠，畚筑无劳民力纾。心画万家沟

洫志，胸藏一卷水经书。岚光树色晴川外，鸿影鸥波

夕照余。浑似江南好风景，岂惟灌溉遍村墟。”

著作:《纪恩诗》《使秦草》一卷，由李光地、王掞

序。蔡升元不仅喜诗文，善雕刻，颇有名声。书法尤

精，以楷、行为佳，名士乡绅求字者不少。

蔡升元家族系列一线表:

蔡绍文→蔡演衷→蔡奕琦一蔡启晟→蔡升元→

蔡应龙

曾祖父:蔡演衷，以曾孙升元为贵，赠资政大夫、

礼部尚书。

祖父:蔡奕琦，蔡演衷子，为蔡奕琛堂弟。以孙

升元为贵，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

父:蔡启晟，蔡奕琦子，蔡启僔堂兄(启僔为蔡奕

琛子)。以子升元为贵，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

弟:蔡彬，见传。

子:蔡应龙。

◎蔡以台
蔡以台（1722~？），字季实，一作纪实，又字桐

川，号兰圃，寄籍嘉善县枫泾镇(今上海市金山区)，

其家居枫泾南栅外农村，家境贫寒。父亲身体欠

佳，帮父母操持家务。以台自小勤奋好学，天资聪

颖，见村童入蒙学馆读书非常羡慕，常在学馆窗外

听课，塾师沈辰坦(字芝岸，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后

返乡执教)，见他每日伫立窗外，询问他能懂否?让

蔡以台背通课文，他全文诵出，塾师大悦，上门求

其父让以台读书，概不收费，并提供课本。因家中

缺少人手劳作，父不愿让他蒙学。沈辰坦劝曰:

“此儿天资过人，悟性上乘，能入馆蒙学，将来定大

魁天下。”于是父答应他入学。蔡以台发奋读书，

超越众童，被嘉善县教谕召入县学攻读。得翰林

侍学士沈辰坦指点，脱颖而出。乾隆九年(1744)，

十五岁的他通过县试、府试成为诸生，又被送入嘉

兴府学深造。乾隆十三年(1748)蔡以台在京城与

纪晓岚、陈孝冰、窦光鼎、刘朴山、刘西野、李应弦、

陆青山等人一同师从董邦达(著名画家，官至礼部

尚书)。后出任景山教习时，仍手不离卷读书。乾

隆十五年(1750)庚午科周天度榜举人，放任平川县

(今四川省安县沸水乡街坊)教谕。二十二年(1757)

丁丑科，蔡以台会试夺冠，廷试进呈御览卷列第

三，乾隆帝钦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

史。乾隆二十五年(1760)，充任顺天(今北京)乡试

同考官。后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十六年(1761)，任

会试同考官，适随乾隆帝离京，巡幸五台山途中，

未及入场监考。他任会试同考官时，所取门生下

士多为宿学，如顾奕松、马曾鲁、赵光照、陈彭龄等

人，年皆六十左右。取士公正，奖拔寒素，时人称

道。并以身说法，以自己卖妻养母之事激励寒门

学子，他不以出身寒微为讳忌，而得乾隆帝欣赏有

加。因母年迈辞仕回乡，侍奉老母，乡里称蔡以台

为孝友，母病亡后，他悲痛致疾而卒。其墓在上海

市奉贤乡四南区宙北圩，现已废。

蔡以台博览丛书，知识渊博，善辨钟鼎、金石、

图书等文物，赋文气骨奇高，诗风清丽平淡。他性

格耿直，凡是不平事当道指出，尤为性孝，时盛

传。清《嘉善县志》、民国《德清县新志》有传。

《碧溪诗话》云:“蔡殿撰诗，求三十余年不可

得见，嘉庆丁巳始得读之。诗仅二十余首，而冠首

一篇《平定回部大功告成恭记》五言长律一百二十

韵，华藻宏丽，洵鸣盛之巨制。余亦格高调爽，不

类蛙蝇反响。”

著作:《姓氏窃略》六卷以及《三友斋遗稿》《观

光集》《南巡盛典》《亚圣南祠始末记》。

蔡维能，字星若，号铁亭。雍正年间贡生，仁

慈宽厚，好善乐施。由德清迁嘉善枫泾镇南，半耕

半读，乡人尊称为“蔡先生”。晚年效白香山，集邑

中耆老九人为尊德会，赋诗绘画，一时传盛。著

《铁亭集》《芷江集》。

枫泾状元糕

枫泾状元糕原称元糕，为明末清初的地方糕

点。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里人蔡以台高中状元，

枫泾绅士将蔡状元平时爱吃元糕，改名为“状元

糕”。因“糕”与步步高升的“高”字同音，颇有吉祥

之意，内含庆贺蔡以台“高中”状元之意，又将“元

糕”定为地方糕点的“状元”。元糕制作精巧，颇合

江南人口味。咸丰十年(1860)枫泾人戚学庄开设

“戚协兴糕店”，专制“状元糕”，以独特制作方法，

扬名四方，沿传至今。

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因发展所需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以下工作人员。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面向社会、公开竞聘、择优录取的原则，确保招聘人员的

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二、招聘范围和条件

（一）、招聘对象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品行端正，爱岗敬业，服从管理，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4.户籍不限，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及其相应条件；

5.留学人员应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

历、学位认证书。

（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具备应聘资格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单位开除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4.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岗位(见表格)

四、招聘程序和报名方法

本次招聘在德清人才网、《德清新闻》报刊、德强人力资源公众

号等平台公开发布相关的招聘信息。

1.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 01月08日16时止。

2.报名方式

（1）《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应聘人员求职申

请表》，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准确并完整填写信息。

（2）身份证、户口本（户主页+本人页）、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

书、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以压缩包形

式发送至电子邮箱3031536498@qq.com。（压缩包文件名格式

例：“张三应聘办公室行政专员”）。具体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五、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解释。

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属

部门

商业中心

运营部

办公室

财务部

营销部

岗位

名称

经理

经理

绿化养

护专员

副主任

人资主管

品宣主管

行政专员

财务专员

OTA主管

上海主管

招录

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1

年龄

要求

45周岁以下

45周岁以下

35周岁以下

45周岁以下

35周岁以下

35周岁以下

45周岁以下

45周岁以下

35周岁以下

35周岁以下

学历要求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本 科 及 以

上学历

专业要求

商贸类相关

专业

旅游管理相

关专业

园林绿化相

关专业

文案策划或

文秘等相关

专业

人力资源相

关专业

不限

文秘等相关

专业

会计或财务

金融相关专

业

营销电子商

务相关专业

市场营销相

关专业

其他要求

1.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人际洞察力及团队协作意识；2.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或3年以上餐饮经理、零售经理工作经验者

优先。

1.有湿地景区产品开发、运营、规划、设计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2.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或3年以上运营管理工作经验；

1.工作态度认真踏实、责任心强的应届生或社会人员；2.有2年

以上园林绿化工作经验或有景区绿化养护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

1.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2.有 5年以上在大中型

企事业单位从事办公室工作经验；3.有媒体或景区工作经验

者优先。
1.在人才招聘、员工关系管理、薪酬、培训模块等方面有扎实的

专业功底及丰富的实践经验；2.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

现代企业管理知识。

1.有较强的文案策划和执行能力；2.3年以上品宣管理工作经

验，有旅游媒体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1.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做事细心，亲和力强，熟练使用

WORD，EXCEL等办公软件，文字功底好；2.有2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验或有党政机关办公室文秘工作经验的优先。

1.能熟练操作办公软件和财务软件，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好的

职业操守和团队协作意识；2.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和一定

的成本核算经验者优先。

1.熟悉互联网线上线下运营模式，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2.有

3年以上旅游行业、互联网从业经验；3.从事过在线旅游行业者

或有运营、OTA渠道对接等经验者优先。

有3年以上销售管理工作经验，有旅游景区品牌推广、渠道营

销、活动策划等工作经验者优先。

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因发展所

需,委托德清县德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以下劳务派遣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面向社会、公开竞聘、择优录取的原则，确保招

聘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二、招聘范围和条件

（一）、招聘对象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拥护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

2.品行端正，爱岗敬业，服从管理，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具备应聘资格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单位开除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

的；

4.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岗位（见表格）

四、招聘程序和报名方法

本次招聘在德清人才网、《德清新闻》报刊、德强人

力资源公众号等平台公开发布相关的招聘信息。

（一）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01月08日16时

止。

（二）报名方式

（1）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应聘人员求职申请表》,准确并完整填写

信息。

（2）《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应聘人

员求职申请表》和身份证、户口本（户主页+本人页）、学

历证书扫描件报名材料（以压缩包形式发送，压缩包文

件名格式例：“张三应聘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投递

3031536498@qq.com，请勿投错邮箱。 具体面试时

间另行通知。

五、其他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德清县下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岗位名称

驾驶员

渔业执法协理员

餐厅阿姨

保洁阿姨

厨房阿姨

湖面保洁

船娘、艄公

招录

人数

1

4

4

10

2

3

12

年龄要求

30-65周岁

45-65周岁

40-60周岁

40-60周岁

40-60周岁

45-65周岁

65周岁以下

学历要求

高中及以上学历

高中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上学历

小学及以上学历

其他要求

1.有较强的责任感，能服从管理，遵章守

纪；2.有三年以上驾龄；3.无致人重伤或死

亡的交通责任事故记录、无饮酒后驾驶或

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记录。

1.有较强的责任感，能服从管理，遵章守

纪；2.熟悉水性，并能完成公司指派的其他

工作；3.退伍军人优先。

1.热爱本职工作，勤恳耐劳，具有餐具及用

具卫生方面的知识。2.服务热情，手脚麻

利，有餐饮行业工作经验优先。

1.有较强的责任感，能服从管理，遵章守

纪；2.按公司要求完成清扫保洁工作，协助

安保人员做好景区安防工作；3.完成公司

指派的其他工作。

1.有简单的烹饪技能，有较强的责任感，能

服从管理，遵章守纪；2.工作认真负责，能

够吃苦耐劳，按公司要求完成厨房整理清

洁工作。

1.负责下渚湖湖面杂草、垃圾、废弃漂浮物

等的打捞清运工作；2.有较强的责任感，能

服从管理，遵章守纪；3.熟悉水性，并能完

成公司指派的其他工作。

1.负责下渚湖景区内摇橹船、开竹筏等相

关工作；2.熟悉水性、能歌善舞者优先。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