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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现场 资料图片

中国古代科举考出多少状元

中国古代的官员们都是怎么选拔出来
的？平民百姓如何才能走上仕途？作为中国
首创的选官制度，始创于隋代大业元年（公元
605年），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
年）的科举制度都留下了什么耐人寻味的历史
见证？坐落于有着800多年历史的上海嘉定
孔庙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这个目前海内外唯一
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有科举文物和相关展品
1000余件，其中清代江南乡试第一至第三场的
3份试卷、题目以及考生作弊用具“棉布坎肩夹
带”、“丝绸夹带”等都是少见的科举文物。

发黄的明、清状元们的试卷，曾经张贴在
长安门外的大金榜，一幅幅根据真实的科考故
事绘出的图画，考生们在赶考路上看的四书缩
印版，考生们作弊时写得密密麻麻的棉布坎肩
夹带、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丝绸夹带……这一
件件实物生动再现了1300年的科举史。

考试面儿越来越宽
宋代武举考试在武艺之外，开

始注重考察“军事理论”内容；而到
了清光绪年间，在四书五经之外增
加了“中国政治史”、“五洲各国之
政”等内容。

在嘉定孔庙西庑入门处，列着
一张中国古代主要选官制度简表，
简明阐述了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形
成过程。原始社会“选贤举能，试
用考察”的禅让制度过后，西周（公
元前 1046—前 771）时期开始实行

“世褥世卿，子承父职”的世袭制。
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的讲究出
身门第的年代，平民百姓想要做官
是绝对不可能的。

公元前 165 年，汉文帝首次亲
策晁错，先考察后任用的察举制度
形成，这是科举考试的萌芽。隋炀
帝于大业元年（605 年）始设进士
科，以考试区别优劣、决定取舍的
方法选拔官吏，“统一考试，公平竞
争”的科举制度由此诞生。

文官考四书五经、撰文立说，
那武官考什么呢？唐长安二年
（702 年），武则天为选拔武官首次
设置武举科，考试内容是武艺、力
量、耐力。宋代以后，武举科一改
唐代只重武艺的做法，既考武艺，
又考策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
政府开设“经济特科”考试，选拔

“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展
室内陈列着一套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科举试卷，首场为中国政
治史命题；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
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
三场仍试“四书”义、“五经”义，但
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这些从侧面折
射出当时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习
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

在清代殿试后公布进士名次
用黄纸张榜，因此称为金榜，公布
于长安门外的叫大金榜，进呈皇帝
御览的叫小金榜。在西庑展厅的
中央位置，贴着清光绪三十年甲辰
（1904 年）的大金榜，谭延闿等 273
名进士金榜题名。这也许是整个
科举考试史上最后一张金榜。

1300年间
产生700多个状元

隋唐以后的每一位知识分子
几乎都是科举考试出身；唐代以
后，不断有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并
高中，有的留下做官，并长期生活
在中国。

作为中国首创的科举选官制
度，始创于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在 1300 年间漫长的科举
考试史中，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
11 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
秀才更是不计其数。隋唐以后，几
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
有着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
考试的是极少数，许多名臣、名相，
以及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
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
家等大都为科举出身。

在嘉定孔庙东庑展厅内，集中
介绍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
苏洵、欧阳修等状元、进士的生平
和图像，及文天祥狱中题写“正气
歌”的故事。

科举制度不仅给古代中国百
姓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吸引
了诸多远邦近邻的读书人。唐代
以后，不断有人长途跋涉来到中国
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也参加
科举考试。且不断有外国人登上
科举金榜，进士及第后，他们有的
荣归故里，有的留下做官，并长期
生活在中国。

在中国古代，为了一朝中第，多少人头悬梁、锥
刺股，挑灯夜读，也因此发生了许多令人慨叹的故
事。放榜后，科举及第当然好，官府组织鹿鸣宴对
新举人表示庆贺（唐代的“乡饮酒礼”，宋始称“鹿鸣
宴”，席间歌《鹿鸣》诗，跳“魁星舞”，以祈求主宰文
章兴衰的魁星来助文运，以期甲科登第）。文科由
礼部主办“恩荣宴”，武科由兵部主办“会武宴”，场
面热闹非凡。而骑大马、戴红花“状元归府”的盛况
更是空前。

然而，因为屡试不中一朝中第后，乐极生悲倒
地身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展室内，有两幅图让
人观后甚是怅然。明清时期，一个 60 岁的老童生
屡应童试不中，偶尔名列前茅，喜出望外，因兴奋过
度倒地，为功名误了性命；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外祖母听说外孙子李曾麟乡试中举的消息，手

舞足蹈狂笑不已，溘然长逝。
一朝中第，鸡犬升天，科考制度决定着参考人的

命运，于是，举子们也是想尽了方法，有的用心苦读，
也有人使起旁门左道。而当时的主考部门也以各种
方法防止作弊。

为防止考官在阅卷时通过笔迹或暗记作弊，宋真
宗时实行誊录之法。收吏用朱笔誊抄试卷副本，给考
官批阅，称为“朱卷”，考生的原始考卷则称为墨卷，此
法后被历代沿用。

考生们进行考试的场所叫贡院，四周内外两层
围墙，顶端布满带刺的荆棘，因此贡院也称“棘
闱”。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为防止考官舞弊，
各级考试前数日，考官“入闱”，关闭院门，直至考毕
才能出来。我国古代对作弊行为是严惩不贷的，或
游街，或被流放，严重的还会被砍头。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
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
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
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
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
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
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
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

“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
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
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
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
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
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

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

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
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
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
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
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
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
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
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
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
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
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
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
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
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
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
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
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
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
（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
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
任知县。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
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
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
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
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
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
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
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
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
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
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

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
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
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
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
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
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
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
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
位很少，每年大概就 40 人到 130 人的名额。举人的
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
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
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
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
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
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 300 名左右。
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
后的第二个月。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
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这是清代
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
科举考试制度。 (本报综合)

“范进中举”确有类似原型

乡试、会试、殿试的八股形式

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

邓小平宣布
我国政府裁军100万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

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
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
话中，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
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论证
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改革体制、
精简整编的根据和意义。

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集中力
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
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
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
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
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
100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
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
有 10 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被英国侵占的片马
归还我国

1961年6月4日，被英国侵
占的片马归还我国。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英军侵略我国云南省片马附近
的茨竹、派赖等寨，当地的景
颇、傈僳、汉、白族人民在土把
总左孝臣领导下，奋起回击侵
略者，左孝臣牺牲。1910 年至
1927 年英军多次侵略片马地
区。各族人民在全国人民支持
下继续抵抗侵略者。在强大压
力下，英政府被迫承认片马属
于我国，但仍利用强行设在那
里的军事机构霸占片马。1960
年，我国和缅甸签订了《中缅边
界条约》，条约规定片马、古浪、
岗房地区由缅甸联邦归还我
国 ，1961 年 完 成 交 接 手 续 。
1960 年我国和缅甸签订了《中
缅边界条约》，条约规定片马、
古浪、岗房地区由缅甸联邦归
还我国，1961年完成交接手续。

张作霖命丧皇姑屯
1928年6月4日，奉系首领、

安国军大元帅的专列在皇姑屯
附近遇炸，张作霖伤重而死。

中途岛海战
中途岛海战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日本海军与美国海
军于 1942 年 6 月 4 日～6 日在
中途岛附近海域进行的海上战
斗。中途岛地处太平洋东、西
两岸的中途，是保卫珍珠港的
重要屏障。日军发动该战役的
主要目的是摧毁美军在太平洋
上的海军主力舰队。会战由空
军进行，日军惨遭失败，４艘航
空母舰被击沉，253架飞机被击
落。海战使日本丧失了在太平
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从
此转入战略守势。

中途岛位于檀香山西北约
1850公里，属波利尼西亚群岛。
由沙岛和东岛及北部的湖构
成。为珊瑚环礁，周长24公里。
面积4.7平方公里。人口2200０
人（1983）。属亚热带气候，年平
均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1859
年美国首先发现，1867年被美占
领。1903年建成海军基地并改
现名。1905年建成海底电缆连
结站，1935年建成民用航空站。
现岛上设有潜艇和空军基地，为
美海军管辖。岛上还有野生动
物保护区。

（以上资料均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