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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殿试策文的文本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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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又称 “ 廷试” 、“ 亲试” 或 “ 御试” ，是宋代

里。 策项在形式上由三部分组成：提示语、策问原文

在常科中，进士科先举行发解试、省试，最后经过殿

之前，策项中一般先要引策问原文，以“ 策曰” 、“ 圣

科举中层级最高的考试， 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
试确定考生名次。 在制科中，考生先进呈策、论各

２５ 篇，然后经过秘阁试六论，最后参加殿试。 此外，
宋代武举等也有殿试。 试策可以说是宋代殿试最主

（ 或概括复述） 、解答语。 在回答策问中提出的问题
策曰” 、“ 制策曰” 、“ 圣问曰” 、“ 伏读圣策曰” 、“ 臣伏
读圣策曰” 等套语开始，我们称之为“ 提示语” 。 提

示语的作用是提示读者，接下来开始引用策问原文。

要的方式，殿试试策催生出两类文本：策问和策文。

引用策问原文，通常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

殿试策文是经历过科举的宋代士人一生用力最劬的

引用。 先引一段策问，然后分析解答。 第二种是用

文章之一。

自己的话概括策问中某段的意思，间或夹杂引文，然

据笔者统计，目前完整保留下来的宋代殿试策

文有 ３２ 篇，其中进士科 ２５ 篇，制科 ７ 篇，总字数达

２１５０００ 余字，平均每篇 ６７００ 余字。 殿试策文堪称

后解答。 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概括复述，对策者必
须遵循并紧扣策问的意思和文字，都得引一部分原
文，依次逐条分析对答，直至策问文字被引用或复述

宋人文章中的鸿篇巨制，又属于科举文体，其形式首

完毕。 策文的最后部分是策尾。 策尾一般比策头

先受制于考试的规定。 在宋代官方颁布的贡举条式

短，而形式稍自由。 有时策尾与策项看似难以分割。

和有关诏令中，对于殿试策文形式的规定非常简单。

策尾通常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述语、祈求语、收

仅依据这些信息，仍无法弄清宋代殿试策文的具体
形式，唯一的办法是深入研读策文文本。
宋代殿试策文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共性。 参照
白居易《 策林》 中对唐代制举策文各部分的命名，可
将每一篇宋代殿试策文分为策头、策项、策尾三个部
分。 策头是策文的起始，殿试策文的策头较长，又可

束语。 “ 自述语” 一般说“ 臣如何如何” ，之后是“ 祈
求语” ，祈求皇帝采纳自己的建议，并原谅自己的鲁

莽直言，最 后 是 “ 收 束 语” ， 有 “ 谨 对” 、 “ 臣 谨 对” 、
“ 臣昧死谨对” 、“ 臣昧死上对” 、“ 臣谨昧死上对” 等
说法，既对策尾进行收束，也标示整篇策文的终结。

从现存完整的宋代殿试策文来看，从写作时间

分为“ 启 对 语” 、 “ 导 引 语 ” 、 “ 收 束 语 ” 三 个 部 分。

最早的景德二年（１００５） 夏竦的《 崇政殿御试贤良方

曰” 、“ 臣对” 、“ 臣对曰” 、“ 臣谨对曰” 这几种表述。

的《 对制 策》 ， 这 一 基 本 样 式 没 有 发 生 什 么 根 本 变

“ 启对语” 的作用是表明对策开始，通常用“ 对” 、“ 对
导引语是策头的主干，又对整个策文起引导作用，内

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 ，到咸淳七年（ １２７１） 张镇孙
化。 上述基本样式可能并非产生于宋代，宋人只是

容较为丰富。 策头中的“ 导引语” 一般以“ 臣闻” 二

遵循前代的样式在写作。 从现存的文献可以看出，

字开始，之后通常包含四项要素：一是阐述治国理政

唐代制举策文只是承袭了汉代一部分对策文的形式

的一般原则，二是肯定当今皇帝的治理并直陈存在

而已。 对照陈飞和金滢坤所做的研究，似乎可以认

的问题，三是强调试策的必要性和意义，四是表明自

为，宋代殿试策文的形式，固然受到汉代某些对策文

己对皇帝的赤胆忠心。 “ 收束语” 的作用是再次申

明自己冒死直言的态度和对皇帝接纳其言的期望，
通常以“ 臣昧死上对” 、“ 谨昧死上对” 、“ 谨昧死对”

的影响，但主要承袭了唐代后期制举殿试策文定型
后的形式。 但这个结论仍然难以成立。 因为即使是
唐代后期的制举殿试策文，也根本没有形成一种所

等语作结。 策头一般数百字，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

谓固定的形式。 检验殿试策文的形式是否一致，有

只占整篇策文中很小的篇幅。 策项是策文的主干，

一个明显的标志：在策项的每一段落中，是不是先引

所占篇幅最大，对策问的分析和应答，主要集中在这

用策问原文，或者概括复述策问的原意，再展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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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阐述，还是不引用或复述策问，直接表达自己

形式上的这一系列共性特征。

的意见。 考察唐代后期制举殿试策文的情况，发现

宋代殿试策文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

两种形式都存在。 另一个例子也足以挑战唐代后期

是篇幅比唐代制举策文大大扩展了。 本文一开始曾

定型之说。 唐代制举策文中篇幅最长的一道是唐文
宗大和二年（８２８） 刘蕡的《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６０５２ 字） ，就篇幅而言可谓唐代第一策。 它的策项
形式和《 策林》 中的策项又很不一样。 事实上，宋代
才是殿试策文形式上真正定型的时期，目前完整留

存的策文皆有策头、策项、策尾，除了何希之 《 廷试
策》 的情况特殊，其余诸篇在策项中，皆先逐条引用

（ 复述） 策问原文，然后做分析解答。 无论是苏轼这

统计，现存完整的宋代殿试策文平均每篇 ６７００ 余

字，也就是说，其平均篇幅比陈飞统计的唐代后期制
举策文的平均篇幅 ２８２５ 字，多出了 ３８７５ 余字，增加
了一倍还多。 与唐代相比较，宋代殿试策文的篇幅
扩展是十分惊人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 决定宋代
策文篇幅扩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策头和策尾，而在
于策项。 宋代殿试策文策项的形式，是先引用或复
述策问中的一句或几句话，然后加以分析解答。 假

样的著名文人，还是声名不彰的一般作者，皆遵此基

如引用策问原文，一般有三个特点：首先，不仅会引

本样式而作。 总而言之，汉代某些对策文的形式特

用其中的问题，还会引用策问中的陈述部分，然后加

点被唐代制举策文所吸收，而唐代制举策文即使到

以铺陈分析；其次，总是逐条引用原文并予以分析解

了唐后期也没有定型，宋代殿试策文沿袭了唐后期

答，而不是一次性地引用整首策问；再次，引用策问

一部分制举策文的形式，并将之定型。

总是按照问题的先后次序，而不是跳跃引用，改变问

对于参加殿试的考生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是

题的顺序。 策文在每一次引用之后，都会针对所引

在策文中通过多种形式对皇帝及朝政进行美刺，而

的文字做出相应的分析解答。 可以说，引文和解答

其中最关键的，是把握美和刺的尺度分寸，在两者之

文字构成了策项中的一个单元，而整个策项正是由

间求得一种平衡。 宋代殿试策文中的颂美大致有三

多个单元依次组合而成，每个单元的文字虽然长短

种形式，一是将皇帝与古代圣君贤主相类比，以凸显

不一，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策项中一个单元的长度，

其圣明；二是夸大皇帝治国理政的实绩；三是刻意自

要比唐代后期的更长。 唐宋之间主题迥异的单元之

谦，以强化君尊臣卑的关系。 在宋代殿试策问中，还

间没有可比性，因为彼此谈论的问题不同，只有通过

经常明确要求考生必须直言毋隐，切于时弊。 故而，

比较内容近似的单元，才能看出唐宋之间的差异。

考生在殿试中仍然需要根据策问，提出对朝政的批

唐代的策项，以白居易《 策林》 中第七门“ 不劳

评意见。 殿试策文中对皇帝和朝政的批评主要也有

而理在顺人心立教” 为例。 南宋刘光祖的《 乾道对

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批评皇帝的所作所为；第二

策》 策项中有一个单元与上述例子内容十分相似，

种是批评某一方面的时政弊端；第三种是批评群臣。

正可以用来对比。 这个单元是从“ 臣伏读圣策曰盖

对于考生而言，写好殿试策文的关键，是在“ 美” 和

闻虞舜无为而天下治” 到“ 故臣反复详言之如此” 的

“ 刺” 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颂美的话不能说得太过

一段文字。 白居易对答中仅引用唐太宗“ 朕虽不及

分，不含有明显阿谀之辞为好，批评言辞又不宜太激

古，然以百姓心为心” 一语，也未详加阐释，更没有

烈，不能伤及皇帝的尊严，不能全盘否定朝政。 这种

述及关于三皇五帝具体的历史记载，刘光祖文中则

追求美刺平衡的努力，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殿试策文

引用《 尚书》 的几处文字并作阐发，又对历史事迹作

中，成为其文本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下面列举几

了不厌其烦的铺陈和抽丝剥茧的分析，提出具体建

种常见的形式，第一种是先从总体上颂美皇帝，然后

议时还讨论了朝廷现状。 应该看到，经史充分介入

再批评其具体政策；第二种是将皇帝与时弊加以区

殿试策文之中，导致策文篇幅扩展，也有其积极的作

隔，强调治国难度，委过他人；第三种是在直言刺君、

用。 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是增加了论

针砭时弊之后请求宽恕。 以上总结的殿试策文美刺

据，使策文的论证更为充分；其次是增加了批判现实

的诸种形式，以及追求美刺之间平衡的形式，都是超

的锋芒；再次是使策项中的一个单元可以成为相对

越于策文的具体内容的。 不颂美不足以表达考生对

独立的论说文。

皇帝的尊崇，不批评不足以展示考生的 “ 剸剧解纷

作为一种科举文体，宋代殿试策文的形式极大

之识” ，所以策文中的美刺与殿试试策这样一种考

地影响了后世的殿试策文写作，如晚清最后一位状

试方式可谓相携而行，密不可分。 而在美刺之间寻

元刘春霖的殿试策文，仍完全按照宋代殿试策文的

求平衡，是考生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言说技巧和修辞

基本样式书写。 而在东亚地区，朝鲜李朝时期遗留

策略。 这种技巧和策略，固然是出于考生对考试结

下来的卞季良、金等人的殿试策文，也是按照这一

果和自身穷达的现实考量，同样也包含着对皇帝接

样式撰写的。 这充分说明了宋代殿试策文沾溉后世

受自己意见建议的强烈渴望。 正是殿试时的这种复

的时间之长与范围之广。

杂心境，造就了殿试策文独特的言说方式，使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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