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代代清清才才袁袁克克文文““鬻鬻书书疗疗饥饥””

古古代代““国国考考””：：

国家公务员考试， 简称 “国
考”。在古代，“国考”叫科举，秦汉
魏晋时尚无科举制度， 故又附会
为“察举”。古装剧《刁蛮娇妻苏小
妹》 演绎的正是宋代读书人对科
举的种种态度，传统戏剧《孔雀东
南飞》中的那位庐江小吏焦仲卿，
则是汉代察举制的受益者。 又到
一年“国考”时，结合戏里戏外，说
说古代“国考”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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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有钱人才有资格做官

秦代选官，主要重视三个条件：一、
有一定家资，穷人不可做官。如韩信“始
为布衣时，贫无行”，所以“不得推择为
吏”。萧何的家庭条件要优于韩信、刘邦
诸人。 二、要会书写、懂法律。 萧何勤奋
好学，恰恰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三、年
龄须当“壮年”以上，至少要17岁之后才
有担任官吏的资格。 秦始皇驾崩那一
年，萧何48岁。

当然， 秦代还有军功爵制、 分封
制 、 世袭制等等 ， 所谓 “关西出将 、
关东出相” 的谚语， 就是打这儿来的。

两汉察举孝顺爹妈是前提

公元前196年，刘邦下的“求贤令”，
开察举制先河。 文帝前元二年下诏“举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十五年又诏
“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
者”。 至此，察举制基本定型。

两汉察举， 分为 “岁举” 和 “诏

举” 两类。 岁举为常科， 每年推举一
次。 科目有 “孝廉” 和秀才。 孝廉始
为孝与廉两科， 后来连称为一科， 孝
为前提， 廉为参考， 遂成寒族儒生跳
龙门的唯一通道。

举孝廉的对象，包括地方六百石以
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
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前者被举，可获得
到中央任郎官的机会，后者即可取得入
仕资格。 焦仲卿生活于东汉末年，若非
对老母至孝，焉能成为庐江小吏？

宋代最流行“榜下捉婿”

科举制到了宋代 ， 进入辉煌期 。
读书人扬眉吐气， 统治者亦更加重视，
人才选拔出不少， “榜下捉婿” 的故
事也时常发生， 令人忍俊不禁。

读书人一旦科场及第， 铁饭碗就
端定了， 其他种种超值回报也极为惊
人。 所以， 宋人评价一个家族兴盛程
度， 标准就是看这个家族有几个考中
科举的男子和几个嫁给科举出身者的

女子。 如此一来， “国考” 考场， 就
成了权贵们争抢乘龙快婿的场所。

在由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结束
后， 要举行唱名仪式， 此时便是 “金
榜题名” 见分晓的时刻， 正所谓 “前
日秀才， 今日官人”。 唱名结束后， 便
是 “期集”， 也就是新及第者的宴会活
动。 不过， 唱名和期集不在一处， 这
就为 “择婿” 者提供了条件。 从唱名
地点到期集所这段路程就成了 “择婿”
的地点， 豪家贵邸竞相在此观望， 从
中挑选满意者。 行情好时， 一日之间
“中东床者十八九”。

当然其中也闹出不少笑话。 有个
新及第的年轻人， 英俊潇洒， 被一权
势之家看中， 问他： “我有一女， 愿
嫁与公子为妻， 不知可否？” 此青年深
鞠一躬， 推辞道： “我出身寒微， 如
能高攀， 自是幸事， 要不您等我回家
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 怎么样？” 围观
众人见状无不哈哈大笑。

摘自 《辽沈晚报》

道光元年 （1821年）， 初登大宝的
道光皇帝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停止各省向皇家进贡 。 按照以往的
惯例 ， 各地官员每年要定期向皇室
进贡本地的土特产， 如福建的荔枝 、
江西的春笋、 云南的药材、 浙江的茶
叶、 景德镇的瓷器等等。 道光帝认为
这有违节俭的初衷， 并且自乾隆朝以
来， 很多地方的贡品早就超越了 “土
特产” 的范畴， 改为 “高档奢侈品”，
这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 而且几
近行贿受贿。 所以， 道光帝断然下令
停止进贡。

道光皇帝的决定让各地官员左右
为难： 一则摸不清皇帝指示的真实意
图， 再则办贡一事涉及多方利益。 经
过深思熟虑， 官员们不顾禁令， 依然
把 贡 品 送 到 京 城 ， 同 时 向 皇 帝 解
释 ： 这体现了臣民的一片孝心， 而且
都是些水果蔬菜之类的 “寻常之物 ，
非珠玉可比， 价廉值贱”， 希望皇帝不
要拒绝。

这一次轮到道光皇帝为难了。 想
处分违旨进贡的各省官员， 但法不责
众； 若将这些贡品退回各省， 运费又
是一大笔开销； 如果接受了这些贡品，
岂不又是出尔反尔？ 经群臣商议， 最
后决定折中办理， 删改则例， 减少贡
品数量、 种类， 停止进贡奢侈品， 其
他贡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所减少， 并
强调按此落实 ， 各省不得自行其是 ，
擅自增减。 比如， 根据 《清宣宗实录》
记载， 原来规定盛京 （今沈阳市） 每
年向皇家进贡 “香水梨” 2000个， 现
在削减到200个。 盛京官员又来饶舌，
说皇家那么多人口 ， 200个梨哪里够
吃 ？ 道光帝说 ： 不吃 ， 留着上供用 ，
200个足够了。

削减了贡品之后， 道光皇帝又将
宫廷每年的开销降到20万两， 而事实
上， 皇宫每年至少需要40万两才能支
应得开， 宫廷生活顿时艰难起来。 道
光皇帝以身作则， 他使用普通的毛笔、
砚台， 每餐不过四样菜肴， 除了龙袍
外 ， 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 。
《满清外史》 记载： 道光帝 “衣非三浣
不易 ”， “三浣 ” 即每月的上旬 、 中
旬、 下旬， 就是一个月， 皇帝一个月
才换一套衣服 ， 说明他的衣服不多 。
又规定除太后、 皇帝、 皇后以外， 其
他人非节庆不得食肉， 嫔妃平时不得
使用化妆品， 不得穿锦绣的衣服。 后
妃们上下平衡， 苦苦支应， 才勉强把
日子过下来。

道光皇帝对皇后的贤惠十分满意，
逢皇后生日， 便为皇后祝寿。 满朝亲
贵重臣献上寿礼， 拜完寿， 心想皇家
御宴将是何等排场， 不料开宴才见一
人一碗打卤面。 后来听说， 为了筹办
此次寿筵， 道光皇帝特批御膳房宰了
两口猪。 而皇后更是高兴， 因为道光
帝曾明确规定： 万寿节 （皇帝生日）、
千秋节 （皇后生日） 以及除夕、 元旦、
上元 （元宵节）、 冬至的庆贺宴席一律
取消， 为皇后祝寿赐宴算是破了例。

摘自中国网

■史海钩沉

道光帝提倡节俭：

皇后庆生一人一碗打卤面

秦朝需有钱
宋宋代代流流行行““榜榜下下捉捉婿婿””

在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中， 袁克文
极富艺术才华， 也颇具见识， 堪称一
代清才。 与他哥哥袁克定一心鼓动父
亲称帝且以太子自居的做派截然相反，
他并不赞成父亲称帝， 曾于1915年秋
借昆明湖泛舟作诗 “劝谏”： “绝怜高
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赢得士
林一片赞誉。

作为享有盛誉的 “民国四公子 ”
之一， 他精通昆曲， 擅长填词， 耽于
收藏， 兼通书法。 因收藏过宋人王晋
卿的 《蜀道寒云图 》， 遂号寒云 。 当
然， 他也不乏贵族公子爱好声色的毛
病。 据说袁世凯去世后， 每个儿子分
得12万元 ，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了 ，
但这笔财产掌握在他的夫人刘梅真手
里。 刘梅真同样出身名宦之家。 她知
书达理， 能宽容丈夫， 但也知道丈夫
挥霍成性， 为了子孙生计， 便牢牢控
制住钱财， 轻易不给他乱花。 而袁克
文颇有文人的清高和骨气， 一些政坛
热门人物如张作霖、 张宗昌聘请他担
任高级参议、 顾问之类， 挂个名便可

拿钱， 他一概拒绝， 更不会轻易开口
求贷。 好在他有一手过硬的书法功夫，
又有特殊的身份名气， 所以一旦缺钱，
就选择卖字， 被称为 “鬻书疗饥”。

1926年 10月 ， 他 在 创 刊 不 久 的
《北洋画报 》 中刊登 “寒云鬻书 ” 广
告： “榜书每字五元 （尺内）， 堂幅每
尺五元 （行书 ）， 屏幅每尺二元 （行
书 ）， 扇面每柄五元 ， 小楷 、 篆书加
倍。” 有时书兴来了， 也登广告减低润
格鬻书 ， 有时一天写了几十副对联 ，
全部售罄。

1927年他在上海， 下榻大东旅馆，
钱用光了， 准备北返时， 便自订笔单，
打算以卖字的所得来支付账单， 小引
云： “三月南游， 羁迟海上。 一楼寂
处， 囊橐萧然。 已笑典裘， 更愁易米。
拙书可鬻， 阿堵傥来。 用自遣怀， 聊
将苟活。 嗜痂逐臭， 或有其人。 廿日
为期， 过兹行矣。 彼来求者， 立等可
焉。” 当时的一些艺坛名流也在润格上
为他加小引助阵， 云： “寒云主人好
古知书， 深得三代汉魏之神髓， 主人

愈穷而书愈工， 泛游江海， 求书者不
暇应， 爰为拟定书例。” 有了钱， 他也
乐不思蜀， 不想走了。

1931年他去世前夕 ， 榜书润格已
经涨到 “每字10元”， 扇面也是 “每柄
10元 ”。 而1931年齐白石润格为 “花
卉： 条幅二尺10元”、 “扇面： 宽二尺
者10元， 一尺五寸内8元”， 与袁克文
大致相当。 可见袁克文虽属 “客串”，
但润格也是不低的。 他的落款 “寒云”
两字签名很特别 ， 连连绵绵 ， “云 ”
字用篆写， 曲曲折折， 依稀如 “四十
二 ”。 当他在42岁害猩红热一病不起
时， 大家都说， 原来早有征兆。 这当
然是牵强附会之说了。

袁克文去世后， 与他同是 “四大
公子 ” 的张伯驹资助为他办了后事 ，
并作挽联 ： “天涯落拓 ， 故园荒凉 ，
有酒且高歌， 谁怜旧日王孙， 新亭涕
泪； 芳草凄迷， 斜阳暗淡， 逢春复伤
逝， 忍对无边风月， 如此江山。” 可谓
知者之论了。

摘自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