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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科举时代, 无论是被视作文学主流的诗文, 抑或作为 文学边缘的 小说、杂记、
笔 记、
戏 剧等体 裁

的作品都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这种联 系又源于士子对科举的认识和科第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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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举制与诗文考试

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 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
个直接因素。
0就此问题, 傅璇琮先生在5唐代科举

通常诗文为文学界视为正统地位。从正统文
学的角度看, 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
宋散文的生

与文学6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 以诗赋作为进士
考试的固定格局, 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

辉, 及/ 考试文学0 ) ) ) 八股文、
策论的兴盛。

在这以前, 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
婀娜多姿的

严格意义上的科举考试确立于唐代。唐代最

初唐阶段, 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 步入盛唐的康庄

主要的科目有明经、
进士科。明经主要考试对儒
经的/ 帖经0、
/ 墨义0, 主要是考其死 记硬背的功

大道。在这一百年中, 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
在诗坛上, 写出了历史经久、
传诵不息的名篇。这

夫。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
天宝年间杂

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 进士科在 8 世纪

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是以首场诗、
赋
最重要。以诗称著的唐代, 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

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 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
为固定的格局, 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

时有/ 缙绅虽位极人臣, 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0之

生活产生 广泛影响的 结果。
0 [ 1] ( P170) 或许 应该这

说。为此, 许多人认为: 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

样说, 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

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进
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 社会营造了重 视诗赋的氛

的结果, 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
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 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

围, 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

敲门砖, 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

业诗攻赋之人, 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

门, 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 并形

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在5 沧浪诗话#诗评6中
指出: / 唐以诗取士, 故多专门之学, 我朝之诗所以

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 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
加繁荣。换句话说, 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

不及也。
0明人王嗣

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在5管天笔记6外编5文学6中

说: / 唐人以诗取士, 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 千
奇万怪, 何所不有?0

唐代省题诗体为五言六韵十二句排律体, 韵
脚由主考官限定。唐代所试的赋, 是诗的变体, 是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 在5唐 诗发展的 几个问

骈文的进一步诗化, 不仅要求对偶、用典、而且限

题6中进而提出: / 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

韵。诗赋考试要求诗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和

科举制度, 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
为庶族打开仕进

生动的 形象思维能力 及审美感受力。诗赋在对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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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声韵方面的严格规则, 可以看出考生掌握语言
文字的水平, 便于区分优劣。比起明经科的考试

为汉代察举制的孑遗。
白居易向文坛名人顾况行卷, 顾为之延誉, 白

帖经、
墨义更具有考试学上的区分度, 这更符合考

居易名声遂振, 不久便进士及第; 王维是通过向皇

试的规律。历史上人们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
进了唐诗的兴盛, 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看, 对

室行卷获取状元出身; 杜牧是以5阿房宫赋6行卷
被列入进士第五名。

唐时期促退的作用, 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

行卷作品颇为人们所称道的是朱庆馀的5近

间的钱起的5湘灵鼓瑟诗6中/ 曲终不见人, 江上数

试呈张水部6一诗, 朱庆馀在赴礼部试之前, 曾向

峰青0 这样的佳 句很是少 见, 清人阮 阅5 诗话总
龟6后集卷三十一引5丹阳集6云: / 王昌龄、钱起、

当时的文坛名流张籍 投呈该诗: / 洞 房昨夜停红
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

孟浩然、
李商隐辈, 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 则

入时无?0该诗一语双关地将自己比作新嫁娘, 将

疏矣。
0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 像
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底手笔0[ 2] ( P162~ 163) 。

张籍比作夫婿, 将考官比作公婆, 表达了应考前的
忐忑不安的心情, 并以此投石问路, 探询张籍为自

程千帆先生在5唐代进士 行卷与文学6 中指

己通榜是否成功? 自己能否得到主考的赏识。张

出: 唐代科举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

籍也回朱庆馀诗一首, 名曰5 酬朱庆馀6: / 越女新

取。这样, 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单从
唐代进士科以甲赋、律诗作为考试内容来说, 其对

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 一
曲菱歌抵万金。
0 该诗与朱庆馀的诗一唱一和, 将

于文学是促退的, 但是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

朱庆馀比作美貌的采菱越女, 且歌喉动听, 暗示朱

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出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
察, 其对于 诗歌、古文、传 奇的 创作 都 有促 进作

庆馀不必为考试担心, 金榜必挂名。两诗珠联璧
合, 情韵悠长, 被传为千古佳话。现存王安石作序

用[ 3] ( P88) 。

的5唐百家诗选6中, 绝大多数为唐人行卷之文。

应进士举在天宝以后成为读书人的生活价值

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行卷之举, 可/ 采名誉,

中心, 对士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遭遇、感情世界等
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唐以后, 考试本身在

观素学0, 有避免一试定终身的积极的一面; 同时
又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是行卷也为唐代科举带

录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 而应试前的大量的

来许多弊端, 许多寒门举子无处行卷, 如晚唐诗人

行卷交游反而对中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一

杜荀鹤曾发出了/ 空有文章传海内, 更无亲族在朝

批以求人延誉为旨归的行卷诗文作品应运而生。
行卷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一种特有的行为模

中0( 5投从叔补阙6) 、
/ 闭户十年专笔砚, 仰天无处
认梯媒0( 5投江上崔尚书6) 的感慨。

式和社会风尚。即为省试前应试举子将其素日所

科举制度面向全社会开放, 这也刺激了诗歌

做诗文择其佳者, 投呈给当时的名公巨卿及文坛
上有名望地位的人, 求其赏识, 制造声誉, 向主考

作者群体的壮大。沈既济曾描述过整个社会出现
/ 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 无所易业0、
/ 五尺童子, 耻

官推荐, 以增加及第希望的一种途径。还有举子

不言文墨0的状况。

直接向礼部行卷, 称/ 省卷0或/ 公卷0。唐代科举

自从韩愈等 发起的古文运 动, 倡 导/ 文以载

考试是不弥封的, 举子的试卷是公展姓名于主考
官面前的。这就使主考官在阅卷时带有很大的主

道0以来。在/ 文0的写作中, / 道0被置于了优先地
位。/ 道0与 / 文0的关系成为本末、体用关系。由

观意志, 也就为行卷打开了市场。行卷和通榜是

此连带出另一种观念, 就是追求形式和辞藻的倾

伴生的, 洪迈5容斋四笔6中记: / 唐世科举之柄, 专
付之主司, 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 谓

向被认为是对/ 道0的损害, 所以遭到激烈的抨击。
写作/ 古文0的行为本身也变得意义非凡。古文取

之通榜。 ,,未引试之前, 其去取高下, 故已定于

得胜利是在二百年以后的庆历改革。北宋前期进

心中矣0。在省试之前, 就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

士科考试内容以诗赋、
策论为主。由于在太祖、
太

文坛巨子与考官相互通 气, 共同拟 定举子的/ 榜
贴0( 名单) , 称作/ 通榜贴0, 简称/ 通榜0。行卷的

宗、
真宗三朝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制, 所以省试第
一场的诗赋最为关键。这种风气也使得士阶层忽

目的在于求助于他人为之延誉通榜。行卷之举实

视了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深入探究, 这就在仁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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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高度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
文人的强烈批评。
北宋庆历改革中, 针对诗赋考试的声病、
对偶, 文

八股文是介于韵文、散文之间的文体, 它汲取了以
前一切文体形式, 其中唐诗也是其滥觞之一。秦

章写作流于形式和内容空洞的倾向提出批评, 5宋

锡淳5试帖笺林6言: / 唐人以诗取士, 变汉魏散诗

会要#选举6中道: / 旧制以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
试式, 举人程式, 一字偶犯, 便遭降等。知识才学

而限以比语, 谓之试帖。有破题、
有承题、
有颔比、
颈比、
腹比、
后比, 然后结以收之。六韵者多, 八韵

之士临文拘忌, 府就规检, 美辞善意, 郁而不伸。
0

亦间有之, 其首尾即起结也, 中四韵即八比也。试

庆历四年( 1044 年) 科举改革, 以用古体散文写成

文之八比 始此。
0 [ 2] ( P165) 唐人试 诗结联具 有相对

的策论决定高下, 自然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 写作/ 古文0逐渐取得了优势。庆历新政

独立性, 对时文之/ 大结0有启发意义, 试律结以干
请诵圣等套式, 也与八股文大结有类似之处。它

虽旋即失败, 但对文风改革之效却十分显著。宋

形成于王安石的经义取士直至明代朱元璋洪武改

代仁宗朝后期的皇 年间, 古文已盛行于世, 到嘉
年间, 写作/ 古文0, 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风气了。

制, 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最后定型。八股文成为明
清科考最重要的文体, 是经术与文学结合的产物。

为此苏轼说: / 自嘉

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
起讲、
入手、
起股、中股、

以来, 以古文为贵, 则策论盛

行于世, 而诗赋几至于熄。
0

[ 4]

北宋古文家欧阳修

后股、
束股八部分组成, 从起股到束股, 每股都有

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纠正了古文中艰涩的倾向而
导之以平实优美的文风, 他还提拔了一批富有文

两股排比对偶文字, 文章讲求起承转合。周作人
在5论八股文6中指出: / 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

学才华的古文作家, 如苏轼、苏辙、曾巩等。嘉

先启后的一大关键。
0/ 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

以后, 由中唐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历经二百年的
曲折, 终于取得了胜利。所谓/ 唐宋八大家0, 除韩

的菁华, 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
妙的游艺也有包括在内, 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

柳外, 其余六人均出于庆历、嘉

年间。此后, 继

学的结晶。
0张中行也认为: / 在周秦以来的所有文

承先秦两汉而有新发展的古文遂取代了骈文而占

体中, 八股的内涵最丰富, 要求最严格, 也就最难

领了中国文坛。庆历改革, 进士首场试策之举, 使
得宋代散文生辉。

作, 还最难评定鉴赏。
0他甚至认为就表达能力说,
八股文把汉语的诸多特长发挥到了极致。此外,

北宋熙宁改革期间, 王安石倡导以经义取士,

自汉代创立的策论, 被科举制所沿用, 历经唐宋元

原则上更注重对儒经义理的阐发, 相对来说文学

明清, 该文体形式成为一种特殊的/ 考试文学0, 而

才能受到了忽视。熙宁改革期间, 王安石亲自撰
写了/ 经义式0作为范本传播全国。该文移植了骈

殿试状元策又被称 作/ 官人文学0 。试 策的问
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灾异、地理、

文的对偶式及近体诗的破题、颔比等程式。诚如

民族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事, 主要是测试应考者

明朝学者王世祯所言: / 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
0
经义取士不但造成/ 性命之学0 的风行, 而且也导

的德、才、
学、
识以及应付现实/ 时务0 的能力与技
巧。状元策论卷通常显得从容作对, 深思熟虑, 胸

致了神宗之际的学风和文风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

有成竹, 条陈畅达, 理据充实。状元策既是一种特

转变。由于用5三经新义6作为考场取士的标准,

殊的策文, 又是/ 最好的0 策文, 他们的文学性, 即

造成了士阶层唯王学是从的局面, 士子专治一经
以应举, 遂对其他经典、史书及诸子不复留心, 导

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 仍然是很强的。首先, 作为
文学的重要因素的/ 真实性0, 在状元策中可以得

致了士阶层知识面的狭窄, 因而在文章的写作也

到保证, 同时, 他们大抵可以满足文学对于现实性

呈现出浅陋、
衰弱的表征, 就连王安石自己也感叹
道: /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 不谓变秀才为学究0, 这

和充实性的要求, 故读起来往往言之有物, 内蕴丰
富。其次, 状元策通常注意在行文中体现自己的

成为元

修养、
气质、
胸怀、风采和精神等。这些正是塑造

初恢复诗赋取士的重要缘由。熙宁改革

[ 5]

失败之后, 一度出现进士科分作诗赋进士和经义

人物/ 性格0的重要因素, 这个/ 人物0便是/ 状元0。

进士的分科方法。最终形成了考试经义、
诗赋、
策
论的三分天下的格局。

许多状元策文情并茂、
富于感染力, 读来不禁令人
感奋, 而且令人对其作者心怀向慕。如宋代的汪

明清之际, 八股文 成为最重 要的考试 文体。

应辰、
张九成、王十朋、
文天祥; 明代的罗伦、黎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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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鼎臣、
罗元化; 清代的钮福保、
孙家鼐、
张謇等策
文均如 此。试策相对 于其他考试文 体要具体实

笔记中大量的有关科场的琐闻轶事, 给我们展示
了科举社会的另一面。

在, 正因为此, / 策0才 成为科举考试 中地位最巩

唐代科举重视诗赋, 唐诗就繁荣发达。宋代

固、
受非议最少的项目。从文学的角度看, / 官人
文学0所给予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不比任何其他文

庆历、
熙宁改革, 重视策论、
经义考试, 便造成了宋
代散文的生辉。尽管小说、
戏曲非文坛主流, 但由

学种类逊色, 也为今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于科举制在士子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科

纵看历史, 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

举考试便成唐代传奇、
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
戏剧

略地一列有贺知章、陈子昂、
王昌龄、王维、韩愈、
白居易、
刘禹锡、
柳宗元、杜牧、
李商隐、范仲淹、
王

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古代的文人以诗文为尚, 小
说、
戏剧为末等。虽然小说、戏剧是不入流的, 但

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 ,,不胜枚举。科举

是以科举为背景的作品往往贴近生活, 便于在社

制推出了一批名人, 让他们为官从政, 他们的诗文
便能附骥, 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

会上广为流传。
/ 科举婚姻0似乎成为科举文学中的一个永恒

巷僻壤, 诗文何以能远播? 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

的主题。其中/ 进士与妓女0的爱情故事为其中的

在进士名人 名单中, 诗人居多, 且都是唐宋时期

一个分支。唐代进士及第就有风流平康里之事。

的, 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
后, 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5开宝元年遗事6载: / 长安有平康里坊, 妓女所居
之地, 京都侠少萃集于此, 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

二、科举制与文学体裁和题材

纸游谒其中, 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0进士及第

科举制与科举文学是相伴而生的。科举制的

为平生最大一件快事, 总得找个人说说, 而勾栏里
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妓女便是他们最好的倾诉对

兴盛, 使得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林林总

象, 妓女的风情谈吐、
酬酢应和的情韵, 与士子情

总地出现。我以为科举考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广

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同时, 士人的人

泛而有意义的, 还在于其对诗文、笔记、传 奇、戏
剧、
话本小说体裁和内容的影响。科举制度引发

生态度、价值观念、
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
浪漫
情趣或多或少又在妓 女身上产生潜 移默化的作

的历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的歌吟叙述, 产生了科

用, 使妓女有可能倾向于一种审美的态度, 抒发情

举人生的方方面面, 诸如: 及第落第、
场屋省试、
投

感, 品味生活, 并进而去寻觅爱 情。二者 一拍即

文干谒、慈恩题名、
曲江游宴等等, 其中既有登第
后的激越、落第失意的悲哀、
奔波赴举的艰辛、
干

合, 于是便 产生 了 / 进士 与妓 女0 的 爱情 故事。
5李娃传6、
5霍小玉传6之类的传奇小说, 便是这种

谒求人的愁苦、举子间的友情与相慰, 又有及第后

体裁的滥觞。

的风流秦楼楚馆的欢悦。大凡士子科举生活的诸
方面, 均呈现在他们的诗文里。

5李娃传6 说的是 荥阳巨族公子 郑生赴京考
试, 遇名妓李娃, 两情相悦。后资财荡尽, 被鸨母

由于正史 在记载科举制度 上受到体 例的制

驱逐, 流落街头。李娃感念旧情, 不顾鸨母反对把

约, 使我们无法窥探科举制度的全貌, 而我们却可

郑延入家中, 曲意扶持, 终于恢复了郑生的信念和

以在私人的笔记中看到科举制的方方面面。如:
五代有王定保的5唐摭言6就对唐代科举制有一个

勇气, 考试连中, 做了高官。
5霍小玉传6 为一悲剧, 说的是出身望族的李

全景式的描述, 是我们研究科举不可多得的资料。

义, 科场得意。他与歌妓霍小玉相恋, 并欲与之偕

另如洪迈的5容斋四笔6、
5 容斋续笔6、方勺的5泊
宅编6、
释文莹5玉壶清话6、
王泳5燕翼诒谋录6、
陆

老。李被授郑县主簿, 上任后不久却攀附高门, 另
娶/ 甲族0小姐卢氏。小玉因忧思成疾, 并为李义

游5老学庵笔记6、
射采伯5 密斋笔记6、王谠5唐语

的薄情 悲极而死。死 后化为鬼, 常到李家 作祟。

林6、
刘饣
束5隋唐嘉话6、
邵伯温5邵氏闻见录6、沈括

其后汤显祖的5紫钗记6取材于此。

5梦溪笔谈6、焦 5玉 堂丛语6、王士衤真 5池 北偶
谈6等等, 不一而足。私人笔记既表达了作者对科

5李娃传6、
5霍小玉传6为代表的一喜一悲, 俱
以情致委婉, 摹写细腻而为人艳称。这两部传奇

举的 态度, 又对科举制度研 究起了补缺的作用。

的面世, 标志着/ 进士与妓女0母题创作已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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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许 多故 事不 同 程度 地 丰富 了 这一 母 体的
创作。
唐代进士放榜之后的曲江大宴就有达官显贵

年今日此门 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
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0, 这千古绝唱, 不正是赶考书
生人生际遇的写照! 5 聊斋志异6、
5儒 林外史6、

前来观看新科进士, 为自己家挑选东床快婿之传
统。因此一些寒门书生一朝发迹变泰, 很可能引

5三言6、
5二拍6中因赶考引出的爱情故事更是数
不胜数。

起婚姻关系的变化, 于是以科举及第后/ 负心汉0

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 元代建

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便应运而生。通常是穷书生金

朝近 80 年之后, 才开科举。大元典制有/ 七匠、
八

榜高中之后, 抛弃了结发妻子/ 背亲弃妇0, 负心男
子的形象多出于文学体裁中。唐代元稹的5莺莺

娼、九儒、十丐0 之说。靠习学儒学不能糊口的儒
生的地 位甚至不如靠 开发自身谋生 的妓女。为

传6为这类作品的发轫, 该作写张生出游, 在普救

此, 许多士子为了生计, 不得已摆摊说书, 并组成

寺与寄寓此寺的崔莺莺相遇, 通过红娘的穿针引
线, 终在西厢私会。后张生赴考, 莺莺竟遭遗弃。

书会, 走上了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 推动了元杂
剧的兴盛和成熟。由于元文人置身于下层社会,

到宋代就有如: 5张协状元6、
5蔡伯喈6( 又称5赵五

所创作的作品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并形成了一

娘6或5琵琶记6) 、
5王魁6等一批描写负心汉的作

种民间口语与诗词典雅的语言相结合的崭新的文

品面世。5张协状元6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最
早的南戏剧本, 有中国戏剧古化石之称。这个剧

学语言。许多文人不仅创作剧本, 而且本身就是
表演艺术家, 如关汉卿本人就/ 躬践排场, 面敷粉

本通过张协中状元之后贪图富贵, 负心弃妻的故

墨0。5窦娥冤6、
5西厢记6、
5 望江亭6 等剧本就是

事塑 造 了中 国古 代 戏曲 中 最早 的 负心 男 子的
形象。

在这种氛围下面世的。5三国演义6和5水浒传6也
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生于元末的罗贯中

/ 科举婚姻0 作品中还有一类为: 穷书生科场

和施耐庵撰写出来的。随着明清科举制的程式化

高中与某千金结为百年之好, 5聊斋志异6、
5三言6

和深 入人心, 科举制成为明 清小说的重要题材。

中许多篇章为此种描写。才子佳人小说随着科举
的套路化而套路化。鲁迅先生为此总结: / 中国婚

其中最为典型的有5儒林外史6、
5聊斋志异6、
5红
楼梦6、
5三言6等名著。

姻方法的缺陷, 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 他

相比之下, 5儒林外史6对科举富有批判精神,

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墙壁上题诗, 一个佳人便来和,

从书中可以看到科举制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不学

由倾慕 ) ) ) 现在就得称恋爱 ) ) ) 而至于存-终身
之约. 。但约定之后, 也就有了难关。我们知道,

无术、
恬不知耻的儒林小丑, 而且直接造成一批士
子人格的扭曲、
心态的卑琐、
精神的沦丧及自我价

-私订终身. 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 不失为美谈

值的丧失。作者借王冕之口道出自己对八股取士

( 自然只以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定为限) , 实际上
却不容于天下的, 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

的看法: / 这个法确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一
条荣身之路, 把那文行出处都得看得轻了。
0并认

家便闭上眼睛, 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 就是: 才

为它使/ 一代文人有厄0。5儒林外史6深入到一代

子及第, 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经这大

士人的文化心态根柢, 对科举制度造成的文化后

帽子一压, 变成了半个铜钱也不值, 问题也一点没
有了。假使有之, 也只在才子能否中状元, 而决不

果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0 [ 2] ( P453)

三、文人挥不去的科第情结

进京赶考是士子人生的一部分, 赶考路上的
各种 机遇艳遇, 为文学作品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科举制度对文人来说就是人生。自从科举降
临在这个浩浩世间, 就与士林阶层结下了不解之

5窦娥冤6中的窦娥到蔡家当童养媳, 起因就是为

缘。在士子的心头形成了/ 剪不断, 理还乱0的科

了还债及为他父亲换取进京赶考的川资。5西厢

第情结。在士子的视野里/ 科名0二字便是世界的

记6中的张生被送上了进京 赶考的大道, 中了状
元, 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5倩女离魂6 中的倩女

一切。在士子的心目中, 科场得第最令人魂牵梦
绕, 如痴如醉。从此在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

干脆以魂魄随同书生王文举一起上京赶考。/ 去

悲悲喜喜、
惨惨烈烈的剧目。科第情结, 怎是一个

刘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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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0, 抑或一个/ 恨0字所能表达出的? 个中的滋
味, 只有久困场屋的士子才能品味得出来。

轨迹告别, 去追求那/ 偎红依柳0、
/ 浅酌低唱0的生
活。事实上, 他却忘不了对朱紫显达的渴慕。这

45 岁的唐代诗人孟郊在5再下第6 诗中这样

首词给他的仕途经历带来了很大的挫折。据南宋

描述自己的下第心情: / 一夕九起嗟, 梦短不到家。
两度长安陌, 空将泪见花。
0其失落伤感之情溢满

吴曾5能改斋漫录6卷十六记载: 仁宗皇帝听说了
他的5鹤冲天6 后很不高兴, 于是在柳永又去考进

字里行间。次年, 当孟郊进士及第, 兴奋之余挥毫

士时, 仁宗临轩放榜, 特落之, 曰: / 且去浅酌低唱,

而就5登科后6: /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日放荡思无

何要浮名! 0他又一次经受落第的打击, 因而谑称

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0酣畅淋
漓地抒发了其神采飞扬、喜形于色的情态。一朝

自己为: / 奉旨填词柳三变。
0 但是在 柳永的心
目中却始终没有为/ 科名0二字平静过, 他常常在

登科便觉天地为宽、山川生辉。事实上, 无论是下

醉梦中惊醒, 痛感马齿徒增, 老大无成。他在5戚

第诗还是登科诗, 都表达的是文人的心声。
晚唐诗人杜荀鹤在科场奋斗了 30 年, 终年闭

氏6一词中伤感道: / 夜永对景那堪? 屈指暗想从
前, 未名未禄, 绮陌红楼, 往往经岁迁延。
0/ 念利名

门苦读, 以至/ 发白老应秋炼句, 眼昏多为夜抄书0

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
0 他为无名无禄

( 5闲居即事6) , 应举遭挫, 痴心不改, / 公道算来终

而伤感, 科场不顺而懊悔。最终他还是投入科场

达去, 更从今日望明年0( 5长安春感6) , 直至 46 岁
才登科。

/ 彀中0。
历史上的小说家除汤显祖是进士出身外, 其

科举制度经历了数百年, 到宋代更加深入人

他小说家均无进士/ 学位0。蒲松龄屡试不第, 到

心, 洪迈5容斋四笔6中有/ 得意诗0和/ 失意诗0, 其
中/ 得意诗0云: / 久旱逢甘霖, 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

晚年 72 岁才援例成了贡生; 吴承恩、
冯梦龙均科
场失意, 仅补了个贡生。虽然现实没有为他们提

烛夜, 金榜题名时。
0/ 失意诗0云: / 寡妇携儿泣, 将

供科第的机遇, 但巨大的失落感和严重的自我压

军被敌擒, 失恩宫女面, 下第举子心。
0寥寥数语已

抑迫使他们去寻求心理补偿, 以自由为本质的文

将士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刻画得淋淋漓漓。
在士子心目中最富有 魅力的事业莫 过于金榜题

学作品便成为获得补偿的有效途径, 他们往往在
文学作品中借笔下的男主角成就功名来寄托自己

名, 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名落孙山。甚至宋真宗

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 6]

亲自写了5劝学诗6以砥砺士子苦读经书, 投入科

蒲松龄的5聊斋志异6中有 20 多篇/ 科举士

场/ 彀中0:
/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

子0题材的小说, 如: 5 贾奉雉6、
5 考弊司6、5席方
平6、
5三生6、
5司文郎6、
5 叶生6、5王子安6等。蒲

房不用架高梁, 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

氏自 19 岁中秀才, 直到 72 岁才通过享受朝廷优

良媒, 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
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

惠政策援例成为贡生。他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金
榜题名, 然而乡试屡试屡败, 屡败屡试, 科举给蒲

前读。
0

松龄 带来的不是荣耀和富贵, 而是屈辱和贫困。

宋代的词人柳永考试落第后, 玩世不恭地写

他的人生信念、
期待境界与现实环境、
个人遭际之

下了5鹤冲天6: / 黄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明代暂
遗贤, 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 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

间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种反差里所蕴含着它对科
举刻骨铭心、
浸透血泪的体验, 凝聚而成5聊斋志

得丧。才子词人, 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 依约

异6中的对科举制弊端的批判, 5司文郎6中写一个

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 堪寻访。且恁偎红依柳,
风流事, 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 忍把浮名, 换了浅酌

老和尚能用鼻子嗅纸灰辨别文章高下, 但他的评
判在科场上却完全相左, 他对此哀叹道: / 仆虽盲

低唱。
0面对科场落第, 他以 / 偶失龙头望0自诩,

于目, 而不盲于鼻; 帘中人并鼻盲矣。
0蒲氏批判考

以孤傲之情发泄了/ 明代暂遗贤0 的牢骚, 完全不

官的有眼无珠、科场黑暗。他对科举制度本身并

同于孟浩然的/ 不才明主弃0 的自怨自艾、
怨而不
怒之态。5鹤冲天6似乎是他的一篇人生宣言书,

不反对, 相反对科举的无限热爱, 念念不忘跃居龙
津。他认为科考中之所以出现/ 陋劣幸进而英雄

向上流社会宣告从此要向/ 科举 ) ) ) 入仕0的人生

失志0, / 黜佳才而进凡庸0的弊端在于考官。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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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在5胡四娘6、
5书痴6、
5贾奉雉6、
5红玉6、
5素秋6
等多篇中, 用尽心思来表现科举制带来的前后反

写, 脱了红尘的贾宝玉还中了乡试第 7 名, 贾兰中
了乡试第 130 名, 贾家中兴有望。最后由甄士隐

差, 并极力描写显贵后的荣耀状态, 可见他是十分

预测, 贾家/ 将来兰桂齐芳, 家道复初, 也是自然的

羡慕科 举制 度给广 大考生 带来 的这 种所 谓/ 实
惠0, 他本身就是那些 奋战在科场的 诸贫生的一

道理0为小说的结语。这部描写宝黛婚姻的悲剧
虽然结束了, 却又由/ 兰桂齐芳0给人留下些念想。

员, 也正是希望能有朝一日, 像他文章中的那些人

这部蜚声中外文坛的名著, 仍未跳出传统小说尽

一样荣宗耀祖、出人头地, 这种高升的幻想始终围

投/ 彀中0的套路。

绕着他, 也困扰着他, 使他欲罢不能, 欲言还休, 而
且还愈挫愈奋。从5聊斋志异6中可以看到蒲松龄

蒲松龄在5聊斋6的5王子安6中描述秀才入闱
有 / 七似0: / 初入时, 白足提篮, 似丐。唱名时, 官

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既有/ 爱0或者 说向往的一

呵隶骂, 似囚。其归号舍也, 孔孔伸头, 房房露脚,

面, 又有/ 憎0或者说无奈的一面, 事实上在蒲松龄
那里, 对科举的爱恨交加, 正体现了士林阶层对科

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 神情惝恍 , 天地异色,
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 草木皆惊, 梦想亦幻。

举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结。

时作一得志想, 则顷刻而楼阁俱成; 作一失志想,

5儒林外史6里的周进和范进, 一个哭一个笑,

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 则似被絷之

被科场癫倒得如痴如狂, 二人都考到了胡子花白,
那周进考到 60 多岁还没考上秀才, 看到了省城贡

猱。忽然而飞骑传人, 报条无我, 此时神色猝变,
嗒然若死, 则似饵毒 之蝇, 弄之 亦不觉 也。初失

院的号板, 便一头撞上去, / 直僵僵不省人事0, 待

志, 心灰意败, 大骂司衡无目, 笔墨无灵, 势必举案

众人将他灌醒后, 便放声大哭起来, 一直哭到口里
吐出鲜血。再看那范进意料不到的中举后的乐极

头物而尽炬之; 炬之不已, 而碎踏之; 踏之不已, 而
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 山, 面向 石壁, 再 有以且

生悲, 先是范进痰迷心窍, 神智失常; 后是老母亲

夫、
尝谓之文进我者, 定当操戈逐之。无何, 日渐

喜极伤心, 一命呜呼。该作揭露了科场中人格扭

远, 气渐平, 技又渐痒; 遂似破卵之鸠, 只得衔木营

曲的众生相, 从周进的/ 口吐鲜血0到范进/ 痰迷心
窍0的病理报告中揭示了科举时代的悲剧。

巢, 从新另抱矣。
0
这/ 从新另抱矣0不就是科场士子年复一年的

百二十回本的5 红楼梦6, 高鹗的笔下第 119

科第情结? 正是这种科第情结凝聚出一篇篇色彩

回5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6中描

斑斓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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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literary study
L IU Hong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 y, Shijazhuang, Hebei 050091, C hina)

Abstract: In the days of imperial exam inat ions, the poetry considered as the m ain st ream of lit erat ure,
fict ion, m iscellanea, notes, and drama all serve as t he popular st yles for the candidates w ho somehow have a
part icular feeling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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