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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官制度与
文学创作之演进

□　 诸葛忆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一、两汉察举制与游子思妇题材

　 　 先秦时期，古代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都在萌芽、
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初始期。 西汉确立的选官制

度是“察举制”，即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
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

命官职。 西汉建国，便建立起察举制大致框架。 而

后，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文帝诏举“贤良方

正能直言极谏者”，察举制逐渐完善。 汉武帝“元光

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至此，西
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重

要途径。
察举制度之下，士人除才学能力之外，关键需要

让外人熟悉自己的声名或才能，方有机会获得荐举。
寒窗苦读，面壁十年，与世隔绝，就完全不可能获得

荐举的机会。 士人必须通过相当的方式，弘扬声名，
引起关注，其中，游历与拜谒就成为主要手段。 这样

的风气，自武帝以后开始蔓延。 东汉以后，此风愈

炽。 世风日下，察举变味，其间充斥着营私舞弊，
《抱朴子·审举》云：“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

权，危害忠良。 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
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
孝不得贤矣。 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

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

甚也。”于是，游历拜谒、疏通关系、借助外力成为士

人第一要务，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 应璩

诗云：“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 借问乃尔为，将
欲要其仕。”

明了两汉察举制下形成的士人热衷漫游之世风

和“处士纯盗虚名”之士风，就会对《古诗十九首》的
主题有更加深入的体会。 《古诗十九首》的核心话

题就是“游子思妇”，正是这种“冠盖填门，儒服塞

路”之奔波劳顿的心路历程之展现。 《古诗十九首》
反复吟唱着这一主题：“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

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游宦途中，他们当

然会表现对功名利禄的极端热望：“何不策高足，先
据要路津。”“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得不到荐

举，他们就会有种种怨言：“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

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或者会有知音难觅

的感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长年游历拜谒

失败，又会产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等颓废情绪：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

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
不秉烛游。”

再将视野拓展到两汉其他文学创作，游子思妇

也是最为常见的主题。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主

题与《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开篇即云：“青青河边

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文
选》所载七首所谓李陵、苏武诗，主题皆为游子思

妇，所谓“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如云：“良时不

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握
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之送别，“临河濯长缨，念子

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俯观江汉流，
仰视浮云翔。 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之相思，皆
情真意切，入木三分。

二、六朝九品中正制与玄言山水题材

　 　 黄初元年（２２０），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

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 朝廷设置各级中正官，
专门负责品评人物，品评的最主要标准是家世门阀，
同时要顾及个人行状，所谓“家世”和“德才”，以九

品确定人物。 九品中正制背景下，门阀和品评成为

选官的两大要点。 门阀是确定的，品评却有高低优

劣之分。 六朝知识分子围绕着品评，就会有系列的

作为。 即：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来品评人

物。 六朝士人，由此趋同当代世风与士风，文学创作

特色也因此形成。
六朝盛行玄言清谈，魏晋时期，距西汉“罢黜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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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时间较近，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还

未牢固树立。 竹林七贤等士人以老庄玄学对抗司马

氏，外庄内儒，儒家在某种程度上退居次位。 两晋时

期承袭此风，老庄玄学继续盛行。 由此，善玄言清谈

者易得美官。 崇尚玄言清谈，很快对文学创作形成

影响，西晋后期玄言诗逐渐流行。 《文心雕龙·时

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

体。 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
赋乃漆园之义疏。”

老庄的志趣乃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故其倡言隐

逸，偏重山水。 于是，山水风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

就占有相当的位置。 况且，玄学家认为自然界的现

象和变化都能体现 “道” 和 “理”，或者干脆就是

“道”和“理”的衍化派生。 所以，两晋士人谈玄时，
往往借助山水说明理趣。 孙绰《赠谢安诗》云：“幽
源散流，玄风吐芳。 芳扇则歇，流引则远。 朴以凋

残，实由英翦……青松负雪，白玉经飚。 鲜藻弥映，
素质逾昭。”便有借景说理之意。

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风

景的句子颇值得吟咏回味，故六朝士人酷爱山水。
而且，“散怀山水，萧然忘羁”，正是魏晋名士风流之

一种。 六朝士人几乎所有的审美热情，都在山水之

间得到了释放。 除了玄言诗中时时点缀的山水句子

之外，其他文体中多有山水描写。 尤其是相互之间

的通信，不乏全篇都写山水者，如陶弘景《答谢中书

书》、吴均《与宋元思书》等。
谢灵运山水诗大都以玄言结束，前文的山水景

色都成了最后玄言之印证。 其《登池上楼》从“潜虬

媚幽姿”到“褰开暂窥临”，都是诗人在叙述自己生

活的现实情景。 “倾耳聆波澜”至“园柳变鸣禽”六
句才是山水描写，最后用以证明“持操岂独古，无闷

征在今”之玄言。 谢灵运诸多山水诗都具备这样的

特征。 其《登江中孤屿》结云：“始信安期术，得尽养

生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结云：“寄言摄生客，试
用此道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结云：“观此遗物

虑，一悟得所遣。”甚至陶渊明部分田园诗，也不脱

此种模式。 《饮酒》其五结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忘言。”《归园田居》其四结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

空无。” 《连雨独饮》 结云：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

何言。”
玄言为主体，山水为点缀，即是玄言诗；山水为

主体，玄言为点缀，即是山水诗。 玄言与山水，乃一

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风士风、人物品评、九品

中正。

三、唐朝科举制与诗歌题材的全面拓展

　 　 唐朝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

全面而深刻的。 首先，唐朝科举制之考试内容和录

取重点的改变，导致唐诗创作的全面繁荣。 具体地

说，唐朝进士科“以诗取士”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唐

诗繁荣的进程基本一致。 唐初进士科，仅试时务策。
《通典》卷十五载：“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

二科而已。 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

史一部。 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

并加帖经。 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
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

者，然后试策。”“试文”或称“试杂文”，最初并不确

定文体，《登科记考补正》卷二按云：“杂文两首，谓
箴、铭、论、表之类。 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

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 杂文之专用

诗、赋，当在天宝之季。”一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

年间，进士科所试“杂文”两篇，才逐渐确定为诗与

赋。 其时，甚至有“赎帖”一说。 《封氏闻见记》卷三

载：“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

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帖经也被试

诗所替代，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录取重点至此发

生了完全的改变。 即：进士科考试惟重诗赋，是到了

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形成的。
盛唐诗歌创作高峰，正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不

是一种巧合。 转换到科举制度演变的角度观察唐诗

兴盛史，就会有独到的认识。 唐朝不到三百年，初唐

诗坛约百年时间，占 １ ／ ３ 强，而著名诗人寥寥。 初唐

有王绩、初唐四杰、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东
晋南北朝也有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谢朓、庾信等

等，两相比较，初唐诗坛之繁盛并未超越前代。 唐初

科举制进士科考试不考诗赋，对文学创作几乎没有

影响，诗歌创作大致沿袭前人，其成就亦无法超越前

人。 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创作进入全面繁盛的阶

段，人称“盛唐”。 李白、杜甫、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边塞诗派，一时风起云涌，诗人林立，名篇迭出。
这与进士科考试内容与重点的转移大致同步。

其次，唐朝科举制下形成的纳卷、行卷制度，最
大程度地推动了诗歌创作之繁荣。 唐朝科举考试没

有弥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对考生。 同时，仅靠考场短

暂比试而决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确实也存在不合理

性。 为了弥补科举考试过程中此种不足，天宝元年

（７４２）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针对性地采取了“纳
卷”的措施。 《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载：“陟
好接后辈，尤鉴于文。 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 曩

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 陟

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

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 片善无遗，美声盈路。”此

后，朝廷效仿这种做法，大约在天宝年间形成制度。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 第

一，唐朝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

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 让主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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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时间里，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加以甄

别，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

文”的主试官毕竟不多。 考生因此自寻出路，“行
卷”应运而生。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

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

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

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

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

荐”、“通榜”等做法。 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向主

考官公开推荐考生，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 “公荐”
和“通榜”的依据，就是考生的行卷。 考试名次，往
往考前决定。 在如此科举选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

会写诗，便是自绝前程。 年年投考，需要不断纳卷和

行卷。 李商隐《与陶进士书》描述自己当年赴考经

历，云：“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

贡院。”岁岁纳卷、行卷，必定有新作补充更替。 所

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乃至终生殚精竭虑，努力推

陈出新，打磨出精品。 中唐“苦吟”诗风之形成，即
得力于纳卷与行卷之风。

四、宋朝科举改制和文学转型

　 　 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

变。 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
建立起弥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

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

正原则之落实。 其二，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

策论。
糊名，又称封弥、弥封，即糊去试卷上考生姓名

等个人信息，以号码作为试卷的编号。 与此相关，朝
廷派遣专门人手，将考生试卷重新抄录，以免考生笔

迹被认出，此为誊录制。 与此关联，又有编排制、锁
院制等。 编排，指弥封过程中的编号。 锁院，指朝廷

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立即进入考试场所———贡

院，不再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

院。 考官无法知晓考生姓名，纳卷、行卷、公荐等制

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 宋代科场考试，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

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

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 闭门不出，就缺

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缺乏创作的激情。 宋人再也

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

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 宋人共同将唐宋诗创作成绩

的差异归之于科举制度。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 唐以诗取士，故多专

门之学。 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杨万里亦云：“唐
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无他，专

门以诗赋取士而已。 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

工之也。”
宋太宗以后，大量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考试

内容与为官品质和资质之关系的问题日益引起朝廷

上下的关注，宋人开始不断质疑“诗赋取士”。 孙何

言：“策论高者，稍近于仁义；诗赋精者，未离于雕

篆。 今朝廷取士之制虽古，用道较艺之术，犹专守唐

代。”既然诗赋与官员的道德品质、行政能力无关，
策论一步步获得朝廷重视之后，要求独重策论的讨

论也就出现了。 范仲淹庆历年间变革朝政，对科举

的要求也是“先策论而后诗赋”。 神宗熙宁变法，科
举改革乃其重点之一。 王安石认为：“宜先除去声

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诸人所议，大
致相同。 皆以为科举应该罢试华靡不实之诗赋，而
以经义、策论取士。 熙宁三年（１０７０）进士正奏名和

特奏名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其做法

与以往的制举殿试相同。 殿试应策，全篇议论，宋代

科举由唐人的“以诗取士”转向“策论取士”。 在这

样的科举风气转移背景下，宋代文学好议论的特点

逐渐凸显。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苏轼诗歌，即
说：“子瞻以议论作诗”。 《沧浪诗话》称宋人“以文

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对这种创

作风气转变的经典归纳。 宋诗中议论名篇名句比比

皆是。 范仲淹《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云：“一棹危于

叶，旁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王安

石《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

无南北。”苏轼《题西林壁》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陆游《关山月》云：“中原干戈古亦

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其实，具体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欢议论的成分也

要远远超过前人。 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旨趣在

山水风景，个人的情感或心境也总是通过山水景色

的描写折射出来。 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喜欢通过

景色浏览来揭示一种理趣。 如苏轼的《石钟山记》
最后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
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引发出来的也是大

段议论，通过观赏景物等游历，明白的也是人生

哲理。
即使花前月下以抒情见长之宋词，也不乏议论

名句。 柳永《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

堪、冷落清秋节。”苏轼《念奴娇》云：“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秦观《鹊桥仙》云：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至辛弃疾更

是形成“以文为词”的创作特征，将议论手法在歌词

创作中运用得淋漓尽致。
明清科举制度沿袭宋朝，进士科考试内容由经

义、策论转向八股，与文学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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