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
诞生，到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最
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止，共产生
了近 600 名状元。 其中有一位状
元不是凭文化课被录取的，却是
凭着他的特长音乐才能折桂，他
就是“相逢意气为君饮”的王维。

唐代的“高考”试卷和后世
不一样，考官们会根据他们的推
荐人来检验考生的“综合素质”，
决定是不是录取该考生。

王维自幼聪明过人， 多才多
艺，弹得一手好琵琶。 20岁那年，

王维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奔赴京城
长安赶考。 他找到唐玄宗的弟弟
岐王李隆范帮忙引荐，于是，岐王
便支招让他在太平公主举行的宴
会上装扮成伶人， 给爱好音乐的
太平公主弹奏琵琶，增加印象分。

宴会上，王维演奏了一曲哀
婉凄切的《郁轮袍》，太平公主对
才华横溢的他赞不绝口，岐王趁
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献上推荐
信和王维的诗作。

王维凭借才艺一举折桂，也
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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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科举制度由魏、 晋的九品
中正制嬗变而来。 当时的科举选士不
仅要看考试成绩， 还要考察平时的才
能表现和社会声誉，即“行卷”。 于是参
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将自己平时感觉比
较满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投
于主考官，以便他们在阅卷时参考，综
合评定分数，决定取舍。 因为唐代科举
考试试卷不糊名， 考生的信息是公开
的， 但是参加科举的学子不能私下直
接向主考官递交行卷， 要找社会上有
地位的人代为转交，或高官显贵，或文
坛翘楚。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秋天，越
州（今浙江绍兴）学子朱庆馀赴京城长
安赶考。 千里之外，举目无亲，找谁向
主考官递交行卷好呢？

正在朱庆馀犹豫彷徨之时，一个
官员模样的人路过，看到朱庆馀的样
子，料定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便主
动上前与之搭讪，此人是水部员外郎
张籍。 交谈中，张籍见朱庆馀谈吐不
凡，很是欣赏，于是让他把以前写的

诗文拿来一阅。 朱庆馀连忙从行囊中
找出书写好的 26 篇诗文呈上， 张籍
看后，爱不释手，承诺一定转交给主
考官。

张籍将朱庆馀的诗文在“朋友圈”
中传播，并极力称赞。 一时间，朱庆馀
在京城名声大振。

但在科举考试前夕， 朱庆馀仍和
众多举子一样，心中焦虑。 他认为自己
与张籍只是一面之交， 对方能否在主
考官面前替自己美言，心中没有把握，
又不好明言，便写了一首题为《闺意》
的七言绝句，呈给张籍。 诗曰：“洞房昨
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
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 诗中的

“停”不是停止，而是安置之意。 停红
烛，即让红烛点着，通夜不灭；“姑舅”
并非姑姑和舅舅，而是指公公和婆婆。
诗的意思是新妇在红烛光照中妆扮，
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礼。 但是由于心
里没底， 便低声问丈夫自己的打扮是
不是很时髦呢？ 能不能讨公婆的喜欢
呢？ 表面上，此诗是写新妇拜见公婆前

惴惴不安的心情， 实则表达一名应试
举子面临关系自己前途的科举考试时
的不安和期待。

张籍一看，便知其意图，于是，也
写了一首诗回答。 诗云：“越女新妆出
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
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诗的意思是
一位越州美丽的姑娘刚刚打扮好，出
现在镜湖的湖心，边采菱边唱歌。 知
道自己光彩照人，却因为过分爱惜自
己的“羽毛”而又沉吟起来。 虽然有许
多姑娘身上穿着绫罗锦缎，但是采菱
姑娘的一曲采菱歌抵得上一万金呢。
这首诗表面上也是写美人化妆之事，
其实是告诉朱庆馀， 你就不必担忧
了，像你这样出类拔萃的考生，主考
官一定会垂青的。 朱庆馀的诗写得
巧，张籍也答得妙，文人相重，酬答巧
妙，可谓珠联璧合，千年来传为诗坛
佳话。

果然不出所料， 朱庆馀在宝历二
年（826 年）金榜题名，高中进士。 后来
官至秘书省校书郎。

百态

唐代科举选士趣事
□ 郑学富

我的一位诗人“老乡”罗隐写下
了一首诗：“从此客程君不见，麦秋梅
雨遍江东”。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的朋
友去很远的地方从此无法相见了，麦
子成熟的季节无尽的梅雨遍布整个
江东。

记得当年高考迎考，正逢梅雨季
节。我们的教室是平房，非常潮湿，书
本、试卷被水分滋润了，变得软耷耷
的，写字时墨水会洇开来。 宿舍里的
被子几乎可以挤出水来，被子上长出
黑黑的霉斑。 但复习时间紧迫，也不
会去清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
这样写道：“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
及物，皆出黑霉也。 ”在李时珍的眼
中， 衣物沾染上这场雨会生出“黑
霉”，故而“霉雨”。明朝文献《五杂俎·

天部（一）》对梅雨的害处记载非常翔实：“江南
每岁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霉腐，俗谓之梅
雨，盖当梅子青黄时也。 自徐淮而北则春夏常
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雨不止，物始霉焉。 ”

这些诗句，非常符合我对梅雨的认知。
也是从高中时代开始， 每到梅雨季节，我

的肠胃就会不舒服， 精神状态也会萎靡起来。
中医认为这个病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精
神方面，属应激反应范畴，让我在梅雨时节调
理生活作息和情绪；二是饮食方面，需进食一
些清淡开胃的食物，不宜食用辛辣和喝酒。

按中医的建议，近年来我终于可以安全度
过梅雨期。

江南人不可能逃离梅雨，如果拥有一个好
心态，索性去欣赏梅雨，拥抱梅雨，会带来截然
不同的心灵体验，这种美好的心情对身体当然
大有裨益。

古人描写的梅雨，都是美好和有绵长诗意
的。 在霪雨菲菲之中，找点空闲，泡杯绿茶，读
些古代诗书，蛮有一番情趣。

辛弃疾“谩道不如归去住，梅雨，石榴花又
是离魂”， 这首词写得有些哀伤。 而苏东坡在
《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徐熙杏花》曾题下“却因
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则让人拍案叫
绝，虽然眼前的字画因为受梅雨影响而黯淡下
来，却反而得到了徐熙“落墨花”的风格，这不
就是苏东坡乐观人生的生动写照么？

做一只爱花的牛
□ 姚瑶

众所周知， 西班牙是一个热爱斗牛
的国家， 成为斗牛是所有西班牙公牛的

奋斗目标。
电影《公牛历险记》里的主人公

费迪南，出身在“公牛之家”，是一头
身材壮实魁梧的公牛。 不过，看上去
威猛的它， 内心却非常温柔———它
不喜欢暴戾的角斗， 只喜欢闻闻花
香，看着美景，向往自由生活。 别的
公牛觉得它胆小 、愚蠢 ，嫌弃它 ，嘲
笑它，冷落它，甚至还有小伙伴在费
迪南面前故意踩坏鲜花来奚落它 。
即便这样， 费迪南还是悠哉乐哉地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费迪南无意中闯
入小镇，人们被它庞大的体格吓到，误以
为它是危险的猛兽，把它送到了格斗场。

在格斗场上， 面对斗牛士的百般挑
衅，费迪南依然保持真我，尽管有机会置
斗牛士于死地，它也没有这样做。 就在斗
牛士的剑要刺进它心脏的前一刻， 费迪
南发现了它最爱的花， 于是它选择坐下
来，静静地闻花香。 没想到，这一幕深深
地打动了斗牛士， 斗牛士居然放下了手
中的剑， 全场观众也将手中的鲜花抛向
它， 这头与众不同的公牛终于得到了别
人的认可。

总的说起来，《公牛历险记》 是一部
充满温情的喜剧电影， 但藏在公牛费迪
南搞笑故事背后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怎
样接纳自己的不同”的命题。

许多有着独特个性的孩子都会在自
己不够合群时感到焦虑彷徨， 不停地问
自己 “是否要为了迎合别人做出改变”。
费迪南却不愿意这样。 它拒绝别人给它
贴上“公牛就该好斗”的标签，接受了自
己的与众不同，并且心安理得。

所以亲爱的， 如果你是一只爱花的
牛，我希望你也能像费迪南一样，不论你
生活的地方， 在用怎样的标准去判断一
只牛到底是不是一只好牛， 你只管闻你
的花就好了。

在人生的角斗场上， 不管有再多的
眼睛盯着你， 等着你像一只凶猛的牛一
样去跑、去跳、去打架，你只管镇定地闻
着你的花，并从中获得幸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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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自信的状元———胡旦
宋太

宗 元 年 ，
有一书生
到山东某
县 游 览 。
知县大人
得知该书
生颇有文
采， 便设
宴 款 待 。
知县的公子很蔑视那书生，问其有何
特长，书生说工诗。 公子便让他诵读
一首， 书生诵了一首， 最后一句是：

“挑尽寒灯梦不成。 ”公子一听，大笑
说：“此乃一瞌睡汉。 ”书生十分气愤。

这书生便是吕蒙正， 第二年，吕
蒙正一举夺魁。 他写信给那公子：“瞌
睡汉如今中了状元啦。 ”公子看了他
的信，冷笑一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输你一筹。 ”第二年，新科状元正

是这位公子———胡旦。 综观科举史，
有如此自信者，胡旦当属第一。

身份最高的状元———赵楷
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楷，偷偷地参

加了重和元年的科举考试，由于他文
采的确非凡，竟一路披靡，进入了殿
试。 在殿试中发挥更是出色，夺得了
头名状元。

发榜后， 赵楷将实情告诉了徽
宗。徽宗高
兴之余，怕
天下士子
说闲话，就
把当年的
第二名（榜
眼）王昂提
为状元。据
传清朝康熙帝也曾偷偷参加科举，并
获得第三名（探花）， 但毕竟不是状
元。 所以赵楷便成了中国历史上身份
最高的状元。

最悲惨的状元———陈安
明太祖朱元璋年间，福建闽县人

陈安于洪武三十年高中榜首，成为大
明第六个状元。 巧的是，这次中进士
的都是南方人。 更巧的是，三位主考
官也都是南方人。 榜一公布，北方士
子不服。 纷纷上告主考官偏袒同乡，
贬斥北方士子。 朱元璋大怒，命张信、
陈安等 12 人复查。 这时又有人举报
张信、陈安有意将北方考生水平不高
的试卷交皇上审阅，这本来莫须有的
事，可是朱元璋震怒，将陈安革除功
名， 车裂而
死。 陈安仅
仅做了不足
20 天 的 状
元， 便死于
非命， 下场
极为悲惨。

摘自 《档
案春秋》

趣谈 中国十大传奇状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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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 “艺考”折桂的王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