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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问：宋代殿试策问
及其模式化焦虑


方笑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

摘 要：对宋代殿试策问的研究，通常关注其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或文体学意义，但这两种视角各有局限。
在试策被确立为宋代殿试的唯一项目之后，殿试策问成为宋代皇帝和士人沟通的重要方式。策问中普遍反映
出帝王的焦虑，问题由焦虑所引发。焦虑通常来源于与上古理想政治状态的反差，与汉唐明君、本朝先皇统治
状况的比较，儒家经典文本的制约，以及天降灾异。其实这些焦虑和来源也出现于前代帝王及文人拟作的策
问之中，是一种“模式化焦虑”，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享的一套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传统中国帝王
们政治想象力的深刻局限。一旦面临非常的政治情势，殿试策问中仍然会显示出独特的政治印记，它们夹杂、
隐匿于模式化焦虑和惯常的政治话语之中。
关键词：宋代；皇帝之问；殿试；策问；模式化焦虑；政治话语
作者简介：方笑一，男，１９７６ 年 ９ 月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
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
语言与文明系访问学者，曾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学社科青年课题，现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各 １ 项，２０１４ 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宋代思
想史、学术史，主要著作有《北宋新学与文学》等。
电子邮箱：ｆ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ｉ９２５＠ １６３．ｃｏｍ

中国古代皇帝与士人之间有诸多沟通方式，策问便是其中之一。策问产生于西汉，皇帝通过策问，
向士人征询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看法，士人则针对策问，用对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建
议，供皇帝参考。同时，皇帝也可据此判断士人的政治识见和处事能力，进而将其置于合适的职位。科
举制度产生以后，策问和对策演变为制度化的试策，成为一种重要的考试方式。唐代科举，无论常科还
是制科，诸科目中几乎无不试策，其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到了宋代，无论科举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试策
制度一直在各级考试中保留，地位不曾动摇。元、明、清三代，试策也始终是考试方式之一，并为最高层
级的殿试所采用，在皇帝和士人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
①

一 本文论题与研究现状
宋代科举中，策问一般都以主司的口吻写成，只有常科和制科的殿试策问，是以皇帝口吻写成，可以
称为“皇帝之问”。常科考试最后设置殿试环节，是宋代首创的制度。从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开始，常科殿
试只试策一道，非但终宋之世未变，也为元、明、清所继承。宋代制科分为阁试和殿试两个环节，阁试六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策论与经义：宋代科举考试文体比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试策与策文研究”（１１ＣＺＷ０３３ ）、
研究”（１４ＰＪＣ０２８）阶段性成果。
《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３ 页。
① 陈飞：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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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殿试策一道。也就是说，在常科和制科的最后考试———殿试中，当考生得以直面皇帝之时，他们不再
需要写诗作赋或议论经义，甚至毋须撰论，只要回答皇帝的策问。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史学界感兴趣的是策问中包含的“历史”和史料。比如艾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ｌｍａｎ）通过明代乡试和会试的策问研究当时史学观念的转变， 冯尔康讨论清代前期殿试策问与时政
的关系， 章清用策问呈现晚清中国的“历史记忆”， 刘海峰从整体上阐述科场策问的史料价值。 上述
研究努力彰显过去学界所忽略的策问中所涵摄的历史信息，为讨论各自关注的史学问题服务，其中心在
策问背后之“历史”。在文学研究界，对策文的研究由来已久，而策问近年来也被视作一种文体，其“文
体特性”被不断定义、描述和阐发。如吴承学从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论述出发，不仅指出策问
“通常注重文采辞藻，讲究用典，语言骈俪”，而且“不仅仅发‘问’，往往是以‘论’带‘问’的，甚至是以
‘论’为主，篇末见‘问’”，据此认为“古代的策问的确是具有一定独立形态的文章形态”。 吴文主要讨
论了唐以前的策问。此后，陈飞分析了唐代进士、明经、制科试策的文体形式，并将策问单独拈出，撰写
了《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一文。他认为，唐代制举策问文在形式体制上通常应包括
起问辞、制辞、导问语、问题语以及促对语等五个组成部分，并认为唐代策问有三种基本的诉求体式：简
单式、扩展式和繁复式。 但金滢坤不同意其将策问称为“策问文”，并认为陈飞对制举策问的分析“忽视
了唐代试策的发展过程，其主张的‘策文的结构体制’也只是中晚唐制举试策定型后的文体，并不能代
表整个唐代制举试策的标准问题”。金氏提出“唐代策问基本要素为起问、引问、设问、束问四部分，因
时代和考官不同，策问的结构有所不同”，并将唐代试策（策问和策文）的体式看作一种动态的变化过
程。 这就提醒我们，即使是进行文体形式的分析，也绝不能对策问的形式仅作“八股”化的理解和解释。
综观目前文史学界研究策问的方式，不难发现，由于学科分野的关系，策问的历史内容和文体形式
被分别处理，相互孤立，未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假如仅仅关注策问的历史内容，那么策问与其他历
史文献并无太大差别，此类研究的最终旨归仍是“历史”而非“策问”；假如纯粹聚焦于策问的文体形式，
纠结于其格式如何，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分为几个部分，那么策问中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定会被忽略，
这样所能获得的学术意义和共识恐怕仍是十分有限的。
具体到宋代，据笔者统计，现存宋代策问和策文的总数，约有 １ ８００ 多篇（道），远远超过之前各代的
总和。其中策问的总数约在 １ ０００ 道以上。这些策问中，少数可以确定为发解试、省试、殿试策问，制科
策问，馆职考试策问，以及各级学校出给学子的策问，也有许多留存于文集中的士人拟作的策问。更有
大多数策问仅以“策问”或“试策”为题，根本不知是何种场合所试。在众多策问中，常科与制科的殿试
策问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殿试的层级最高，试策是其中唯一的项目，试题就是用皇帝口吻撰写的一道
策问。
目前对于宋代殿试策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方面。如包弼德（Ｐｅｔｅｒ Ｋ．Ｂｏｌ）曾利用 １０７０—１１７２
年间的殿试策问讨论神宗到徽宗时期君主专制是否存在， 宁慧如对宋代殿试策与政局关系的研究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清华南乡试中史学知识角色的转变》，《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年，第
① ［美］艾尔曼：
—１９３ 页。
《康雍间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② 冯尔康：
章清：
《
“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③
参见刘海峰：
《科举试卷的史料价值———以科场策问为中心》，《科举学论丛》第 １ 辑，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上海嘉定博物馆编，
④
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１１ 页。
《策问与对策》，《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９ 页；
⑤ 参见吴承学：
《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文学遗产》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唐代明经试策形式体制考论》，《人文杂
⑥ 参见陈飞：
志》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文学遗产》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⑦ 金滢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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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策问，蒋林杰对神宗朝进士科殿试策问所反映的皇帝心态作过分析。 学界对宋代策问作文体研究
的非常少见， 更罔论对殿试策问作单独的分析。因为纯粹的文体研究会将殿试策问从复杂的历史背
景和所涉议题中抽离出来，并不足以揭示这些“皇帝之问”的真正特点。本文试图将殿试策问看作一种
特殊的文本，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对其作一番深入讨论。
①

②

二 殿试试策制度的确立
宋代科举按种类划分，分为常科、制科、词科、武举等，其中常科最为重要，应试人数和取士人数最
多。制科则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科目，虽然整个宋代制科考试入等的不过 ４０ 人，但其中不
乏著名的人物。
常科科目主要是进士、诸科、明经，层级则是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制科科目几经变化，层级则包
括阁试、殿试两级，可见无论在常科还是制科中，殿试都是最高层级的考试。因为由皇帝亲自主持，在殿
廷举行，殿试又称为“御试”、“亲试”或“廷试”。关于宋代常科与制科的殿试制度，学术界已作了较为充
分的研究， 这里仅略述殿试中以策取士制度的确立过程，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背景。
宋代常科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９７３）。《宋会要·选举》云：
太祖开宝六年三月十九日，帝御讲武殿，覆试新及第进士宋准，并下第进士徐士廉、终场下第诸
科等，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题，召殿中侍御史李莹、右司员外郎侯陟、国子监丞郝益为
考官。得进士宋准已下二十六人，诸科五经已下一百一人，乃诏曰：“国家悬科取士，校艺求人，有
司虽务于搜罗，积岁不无其漏落。所以亲临考试，精辨否臧，或悯其年深，或允其才进，俾咸登于上
第，谅克叶于至公。其进士宋准等百二十七人，并赐及第、出身。”
这段记载中明确了首次殿试的时间、地点、参加对象和考试题目。有一点值得探究，为什么除了省
试及第的进士之外，还要安排下第进士和下第诸科考生参加呢？假如考试结果是让下第者再及第，岂不
是大大削弱了省试的权威性？对此，太祖诏令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有司虽务于搜罗，积岁不无其
漏落。所以亲临考试，精辨否臧，或悯其年深，或允其才进，俾咸登于上第，谅克叶于至公。”这是在明白
无误地宣示，皇帝享有取士的决定权，他可以对省试结果翻盘，“漏落”的人才由此重新获得机会，经过
皇帝亲自“精辨否臧”，最终仍有可能被“赐及第、出身”。
其实，太祖诏令中的话都有针对性，因为接下来的记载表明，之前省试中及第的进士武济川、诸科中
三《传》举人刘浚在向皇帝谢恩时有失水准，“人质蕞陋及占对失次”，而济川又恰恰是主考官李窻的同
乡，于是落第进士徐士廉等人击鼓上告，认为主考官不公，“取舍非当”，才有了这首次殿试。所以说“御
试举人，自兹始也”。 殿试在宋代的创制看似由这一偶然事件引发，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原因。宫崎市
定将之与君权的扩张与家世特权的消失联系起来，认为天子将科举制度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由他
亲任考官，使过去考官与考生之间容易出现的门生弟子的私人关系，以及由此发展出朋党之争的危险减
③

④

⑤

《宋代贡举殿试策与政局》，《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二十八期，台北，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蒋林杰：《北宋进士科殿试策问研
① 宁慧如：
究———以神宗朝为中心》，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年。
《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第十章第二节《策论的命题》虽涉及策题，但主要着眼于其内容较唐代的
② 祝尚书：
新变化，而不是形态的特点，见该书第 ２８９—２９２ 页；张灿贤的《古代殿试策问艺术简论》（《管子学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等讨论了策问的写
作和文体特点，但属于通论，不限于宋代。孙耀斌《宋代科举考试文体研究》第五章第二节《宋代科举考试的策问》中第 １ 部分《体制》是
笔者所见目前仅有的对于宋代策问形态的研究，但其中提出宋代策问“以骈为主”的结论尚可讨论，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６—１１０ 页。
《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殿试》，京都：同朋社，１９６９ 年，第 ２６７—３４５ 页；何忠礼：《宋代殿试制度述
③ 参见［日］荒木敏一：
略》，《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 １ 期；张希清：《宋代殿试制度述论》，《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宋史丛考》，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８４—１９１ 页。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１９５７ 年，第 ４３５６ 页。
④ 徐松辑：
第 ４３５６ 页。
⑤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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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同时进士“和天子的私人关系同样平等的想法”、“官吏不经宰相的仲介而直接和天子接触的意识”
因之产生。 虽然宋代朋党之争依然十分严重，但就皇帝的主观愿望而言，宫崎所言还是可以成立的。
进士殿试诗、赋各一题的做法，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发生变化，当年进士殿试加论一首，试题
为《不阵而成功赋》、《二仪合德诗》、《登讲武台观习战论》。 马端临总结说：“进士加论一首，自是以三
题为准。” 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试题又有了变化。《宋会要》记载：
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八日，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制策曰：“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
上，……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旧制：殿试进士以诗、赋、论，特奏名进士一论。至是，进士就席，
有司又犹给《礼部韵》，及试题出，乃策问也。上顾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
赋取人耳。”……翌日，试特奏名进士，内出制策曰：“子大夫问学日久，……各以所闻，详著于篇。”
同日，试特奏名明经、诸科大义十道。
从这一段文字看，当时进士殿试试策的决定，作得相当突然，事先根本未和礼部通气，以至于有司还
在分发考诗赋所用韵书。皇帝在殿试以策取士这一点上，发挥了绝对的决定权，理由就是试策优于试诗
赋。神宗并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但其实殿试试策与同知贡举吕公著的密奏有关。《三朝名臣言行录》
引《家传》云：
公（吕公著）同知贡举，在贡院密上奏曰：“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且近世
有司考较，已专用策论，今来廷试，欲乞出自宸衷，唯以诏策咨访治道。”是岁上临轩，遂以策试
进士。
吕氏是从“举贤求治”、“咨访治道”的政治实用角度出发，建议殿试以策取士的，显然最后为神宗所
采纳，于是有了殿试试策的制度。从此以后，进士殿试试策的方式正式奠定，非但持续整个宋朝，而且也
被元、明、清三代的朝廷所采用。常科中的诸科、明经、武举也有殿试，诸科、明经只对墨义或大义，并不
试策，而且熙宁贡举改革中此二科皆罢废，武举虽也试策，但其殿试策问只有极少留存下来。
宋代的制科殿试制度，承唐代而来。唐代制科名目繁多，从高宗永淳二年（６８３）开始，唐代制科一
般试策三道，从玄宗开元九年（７２１）起由皇帝亲试，但当年仅试策二道，是临时措施。 宋代制科科目经
历了许多变化，由太祖时的所谓“乾德三科”变为真宗时的“景德六科”，再增为仁宗时的“天圣九科”。
在熙宁贡举改革中，制科被罢废。哲宗“元更化”时，仅恢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哲宗亲政后又被
罢废，南宋时期亦仅设此一科，且入等者寥寥。宋代制科殿试要求“试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取文理俱
优，当日成者为入等” ，这也是制科殿试的唯一项目。
综上所述，宋代进士殿试经历了由试诗赋到专试策的转变，试策制度奠立于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
制科殿试则一开始就试策，继承了唐代的做法。殿试试策可以说发扬了古代由皇帝亲自“策士”的传
统，而皇帝关于时政等的种种想法，对于士人的期望和要求，都凝聚于短短的一道策问之中。
殿试策问由谁撰写？名义上是皇帝本人，实际则多为试官代拟。在殿试举行之前三日，“宣押知制
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 ，制科殿试的策问，“多由两制拟呈皇帝择选，亦常命宰相
代撰” 。《宋会要》记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殿试下有注云：“初，帝之试贡士也，前一日悉取三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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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笑一：皇帝之问：宋代殿试策问及其模式化焦虑

州郡发解题目及科目义题一一阅视，虑于重出也。”当时试题虽然还不是策问，但足以证明题目需皇帝
本人一一过目。总之，进士和制科殿试题虽由官员代拟，但最后要得到皇帝认可，代表皇帝的立场与
态度。
宋代殿试策问的重要性是以宋代殿试制度的确立为基础的，假如没有这一制度保证，殿试策问对于
宋代皇帝、应试士人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意义恐怕要大打折扣，它也不会呈现出与发解试、省试以及其
他场合策问的不同特点。所以，制度确立过程的梳理成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三 策问中的模式化焦虑
从文本的特征看，殿试策问与其他策问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是以皇帝本人第一人称的口吻写
成，策问中自称“朕”，一般称回答问题的考生为“子大夫”。其他策问中则没有这样的写法。更值得注
意的是，策问文本中除了问题的部分之外，还有诸多对“朕”和“子大夫”的描述。这些描述中非但凸显
了殿试策问独特的文本特征，而且从中可见皇帝对自我和士人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折射出的君臣关系
和皇帝心理很值得深究。同时，殿试策问中还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其中大致包含了历史叙述、经典引述、
天象灾异描述以及现实问题的呈现，这诸多元素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策问中提出的问题之间构成了复
杂的关系，使得策问文本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笔者认为，讨论帝王策问的文本，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
面的若干显性特征，比如用第一人称写作、体制是骈体还是散体、篇幅普遍长于其他策问等等，而是应当
进一步探索这些关于皇帝和士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阅读宋代殿试策问，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皇帝充满了焦虑。按理说，殿试中通过试策选拔人才，
被衡量的是考生，因此焦虑的首先也应该是考生，而皇帝自己只需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态度即可。但殿试
策问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朕”对于治理国家的各种焦虑。假如从叙事学的角度细读策问文本，不难发
现策问中的问题部分正是“朕”叙述这种焦虑之后的结果，“问题”是被“焦虑”逼出来的，假如没有前面
关于焦虑的具体叙述和呈现，问题本身就变得毫无来由。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策问中皇帝的焦虑
究竟源自何方？一般而言，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与上古理想政治状态的反差。在帝王看来，上古圣王的统治是完美无缺的，由之缔造的治理
状态也是十分理想的，后世则渐趋衰落。帝王将自己目前的统治状态与上古相较，现实中的种种不足便
酿成了他们的焦虑。如仁宗皇五年（１０５３）八月十五日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一开头说：
盖闻治古之隆，民风淳，王道易，心通诚孚而天下之理得。是以六气顺，三光明，厉屏，矨祥
臻，群灵豫安，诸产茂嘉，朕甚慕焉。后世蜪薄，智伪日滋，为君者难，习俗多弊，故善气罕应，而阴阳
!和。朕承祖宗之休，执天地之政，深惟大器至重，大麓至繁，寅威兢业，罔敢暇豫。所惧明有未烛，
道有未昭，天时舛宜，民业重困。故间岁下诏，举达学绝才之士，以直言补阙。
细味这一段话，虽然最后的落脚点在于说明为何要选才学之士，但历史上的治理状态在策问中被明
显描述成一个退化的过程，从上古的完美境地到后世的弊端丛生，其今不如古的情状，使继承大位的皇
帝本人面临了巨大压力和深重焦虑：“所惧明有未烛，道有未昭，天时舛宜，民业重困。”我们当然知道，
上古的理想统治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其实是不存在的，但由它带给宋代帝王的焦虑却是实实在在的。
其次是与汉唐明君、本朝先皇统治状况的比较。皇帝所面临的更直接压力，不是来自尧舜，而是来
自汉唐盛世的明君和赵宋立国以来的各位先皇。因为上古圣王去今久远，其事迹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而
汉唐明君之治，盛世气象，具见史册，本朝先皇之绩，为部分臣民所亲历。因此，人们在心中校短量长不
可避免。这一点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先皇治理之优长，当然对后继者构成压力，先皇统治之疏失，所
遗留之种种不足，更对继任者提出了挑战，亟待他们去解决。因此，在殿试策问中，常可读到这样的话：
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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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永平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盛哉！朕属当六圣
之次，席造邦百年之休，寅畏以事上帝，哀矜以临兆民。而岁报重辟，至以千数，或既贷之，又相随以
就死也。乃至寒燠覼差，水旱为?，况敢望美祥之睞至哉？彼何修而臻兹，今何由而反是，朕甚
恧焉。
这是元六年（１０９１）三月十日殿试进士策问中，哲宗对于汉文帝、汉章帝毫不吝啬地加以称赞，进
而为自己治下百姓犯罪不绝，水旱灾害不断的情况深感羞愧。而本朝先皇的统治，也总给帝王带来压
力，如下面一段：
方今承六圣之烈，太平百有余年，兵革不试，泽流无穷，功化之盛，度轶汉唐远矣。然而议者犹
以谓典章之物、礼乐度数，仿之先王未备也；学校之制、举选之法、人材之盛，较之治古未及也。至于
习俗，则廉耻仁厚之节薄，侈靡夸诩之风成。所制之产不足于用，或遇水旱则散之四方，抵法者众。
虽诏书数下，劳徕安辑，而吏或不能奉承。此何谓欤？夫欲因今之势协用群策以一二，追先王之治，
则损益因革，当繇何道？矫薄从忠，当自何始？
这是哲宗元九年（１０９４）三月十五日试特奏名诸科进士策问的一部分，“六圣”指宋太祖、太宗、真
宗、仁宗、英宗和神宗六位先皇，他们奠立的百年兵戈不兴、天下太平的局面，诚然是哲宗所继承的优质
政治遗产，而他们的时代在典章、礼乐、学校、举选、人材、习俗等方面“仿之先王未备”、“较之治古未
及”，更导致了当下“损益因革”迫切性和必要性，又是皇帝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变革制度和矫正风俗，
究竟以何种方式，从哪里开始？策问中提出的问题，既是问道于士，又是其内心变革需求和变革焦虑的
明显外露。
再次是儒家经典文本的制约。儒家经典当然可以为帝王增加执政的正当性，但由于其高悬仁义道
德，强调礼乐教化，其中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叙述有时也会给现实中的帝王统治造成压力，由此导
致帝王的焦虑。如哲宗绍圣四年（１０９７）闰二月二十五日试特奏名诸科进士策问：
朕闻先王之时，因任原省，而继之以赏罚之政，善恶别白，贤才众多，人羞其行，而百志用熙，为
之君者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此“黎献，共惟帝臣”所以称于虞，而“济济多士”之诗所以作于周也。
朕绍休圣绪，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永惟万事之本，要在乎得人。是故修学校之政，建师儒之
官，所以养之至详；开荐进之路，略资格之拘，所以求之至广也。是宜俊" 并出，至于不可胜用矣。
今则不然，庶工多旷，而分职不治，因事求才，患莫之得。岂朕作人之道未至欤？
这里主要是为“得人”和养士而焦虑，“因事求才，患莫之得”，但哲宗在谈论求才养人之前，丝毫不
回避《尚书·虞书·益稷》中“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和《诗经·大雅·文王》中“济济多士”的描述给他
造成的压力，既然经书中如此记述夏朝和周朝的人才之盛，那么“今则不然”的情况肯定是自己的治理
之道哪里出了毛病，所以才有了最后的提问。
最后是天降灾异。这当然不是指历史上的灾害，而是现实中的自然灾害。宋代总体上是一个理性
的时代，“天人感应”的思想虽不能说全然绝迹，但已不占主流地位，只是皇帝身份特殊，作为最高统治
者，他仍然习惯将自然灾害看作上天对自己治国过失的某种警示。上文所引策问中有“寒燠覼差，水旱
为?”这类描述，事实上，宋代殿试策问中此类话语极为常见。假如说使得帝王焦虑的前三个因素都来
自历史，那么自然界的灾异就属于当今现实，对帝王心理的冲击和影响也是不能小觑的。
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和自然灾害，从正反两方面给宋代皇帝的统治带来了压力
和焦虑，促使他们追慕理想的统治，反思自己在现实中的统治行为，而摈弃不良的举措与作为。这些在
宋代殿试策问中都反映了出来。尤其是帝王的焦虑本身，成为策问中提出问题的原动力，正因为这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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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朕”才需要虚心问计于“子大夫”。对于皇帝统治焦虑的直接呈现和描述，成为殿试策问区别于发
解试、省试策问以及其他类型策问的最鲜明的特征。
以上所述策问中宋代皇帝之焦虑及其原因，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统治心理和对现
实政治的考量。不过，假如我们将这种焦虑的呈现全然视为宋代皇帝们真实的心意，那就显然是过于草
率了。撇开策问本身由文人拟就这一点不谈，事实上，这些焦虑及原因同样见于宋代以前的帝王策问。
众所周知，帝王策问始于汉文帝，其《策贤良文学诏》虽然不是策问本身，但文帝从大禹的“勤求贤士”说
起，接着说汉高祖“并建豪英，以为官师”，而自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希望应诏
者就“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最后告诫“二三大夫
其帅志毋怠”。 这一从上古圣王、本朝先皇的统治反省自身疏失的思路，已经奠定了后世策问写作的基
础。稍后，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 １３４）和五年（前 １３０）颁布的一共四道《策贤良制》，以及元光元年的一
道《诏贤良》，基本上已具备了宋代殿试策问的诸种元素。“朕”与“子大夫”这两个策问主体与策问对象
已然出现，“朕”的焦虑毫无悬念地在策问中呈现出来，连四大原因都几乎与宋代相同。 在描写“子大
夫”的聪明才智后，多言“朕甚嘉之”，在策问最后，多言“朕将亲览焉”，这些话语都为宋代帝王策问所继
承，成为一种套话。唐代制科的殿试策问，大量留存于《文苑英华》卷四七三至四七六之中，其内容格套
与宋代极为相似，呈现出来的也是这几方面的焦虑。 再看宋人文集中所收录的文人拟作殿试策问，情
况也大致相同。按理说，汉、唐和宋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多有差异，皇帝面临的治理问题和焦虑应当不同，
而宋代文人并不处于帝王的位置，也应很难体会帝王的焦虑，但实际情况是，无论前代帝王策问，还是宋
代文人拟作，与正式殿试中策问的内容和形式差别不大，甚至连催生问题的统治焦虑也大致相似。这真
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
我们当然可以说，策问本来就是考试中的一种试题，为了考生应试和选拔人才的方便，得有一个相
对固定、可供遵循的模式，而不能随意为之。但形式高度雷同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皇帝怎样判定其统治面临危机？靠的是和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的比较和天象灾异
的警示，有了危机之后提出问题，期望得到“子大夫”的建议。士大夫要回答皇帝的策问，化解他的焦
虑，所依据的参照系仍然是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和天象灾异。而当士大夫拟作殿试
策问的时候，他们对帝王的焦虑和写作的模式了然于心，所以拟作和正式考试中所用的策问如出一辙，
很难分辨，况且正式的殿试策问其实也是试官拟定，皇帝过目，因此可以说，皇帝和士大夫其实处于同一
套政治话语之中。策问中帝王的焦虑，不能说完全言不由衷，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模式化焦虑”。
这种“模式化焦虑”，形诸策问的文字之中，成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享的那一套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焦虑的“模式化”本身，并不仅仅由考试制度所造成，而是映照出传统中国帝王们政治想象力
的深刻局限。帝王面对的是新情况，新问题，但他们没有新的政治思想资源，只能不断重复着老一套的
政治话语，在“模式化焦虑”的背后，帝制中国政治想象力的匮乏和治理资源的危机昭然若揭。
并且，由于帝王的统治焦虑被“模式化”，策问原始的咨政功能被严重削弱，考生揣测提问，预先准
备，将聪明才智用于怎样使策文写得更漂亮，以博得皇帝的首肯。其情形正如苏轼所言：“近世士人纂
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 到了这个地步，莫说是切实解决治理危机，即使是
以策文取士，取来的士究竟质素如何，也是大可怀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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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常态之下的政治印记
宋代帝王在殿试策问中呈现的模式化焦虑，并非表明他们完全放弃或者忽略了在策问中表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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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的可能性。模式化是考试的要求，更源自治理理念的局限，也由于在大多数时候，在惯常的治理模
式下，他们的确没有什么独得之见需要在策问中表达。一旦面临非常规的治理态势，或者是在常规态势
下需要作巨大的改变，走与传统不同的路数，殿试策问中仍然会显示出独特的政治印记。有时，他们夹
杂甚至隐匿于模式化的焦虑和惯常的政治话语之中，需要我们仔细辨识。以下，我们将把目光聚焦于宋
神宗、宋徽宗和宋高宗三人，看看其策问与非常态的统治状况是如何互动的。
在梳理北宋殿试试策制度时，我们已经知道，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三月八日的殿试首次以策试进
士，这道策问自然相当重要。其全文如下：
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庭，诹以世务，岂特考
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
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鬯茂，鸟兽鱼鳖无所不得其性者。其富足
以备礼，其知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
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此子大夫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
时，《诗》、《书》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
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初读之下，似乎与宋初制科的殿试策问没有什么不同，至多是用词更为简洁，没用什么典故。内容
也不外乎以上古的“至治”和《诗》、《书》的记载来衡量当今的状况，同样有“朕德不类”，“方今之弊，可
谓众矣”之类的统治焦虑的表达，但我们细看它的措辞，其所包蕴的意思十分丰富。比如：“盖圣人之王
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强调的是圣人
的有序治理不是天赐的，而是通过有所作为、有所变革而成就的。尤其是“革之而无不服”六个字，简直
有千钧之力。当时，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新法措施渐次推行，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引
发巨大争议之时，策问中这样说其实是神宗宣誓自己改革的决心，同时探测应试者对改革的立场和态
度。而“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
言者”这几句，显然是处于“政治蜜月期”的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关系的生动写照，考生假如具备足够的政
治敏感，就应当在对策中表明自己支持变法的态度，否则前景堪忧。 到了熙宁九年（１０７６）三月六日，王
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已经完成并颁布，这时殿试进士策问中出现了“朕欲士之知德也，故造之以
经术；欲吏之知政也，故迪之以刑名”的语句，显然呼应了王安石“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
之”的说法。 以经术造士，改变士人的学术，可以说是神宗与王安石的共识。在熙宁年间的这些策问
中，神宗的政治意愿获得了鲜明的表达，这取代了模式化的统治焦虑。
在徽宗统治初期，我们从策问中读不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但到了政、宣之间，我们读到了这样两道
策问：
古之圣人，以道莅天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之不穷，而物自化。朕昧是道，君临万方，
夙兴夜寐，欲推而行之，神而明之。然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相生相成，相形
相倾，莫之能一，此道之所以难行，奸轨乱常所以难化。如之何而解其纷、合其异乎？昔之言道者曰
“天法道”，又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道非阴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为而日生之、长
之、成之、养之，道无名而曰可名以大，可名以小。道一而已，其言之不同何也？尧舜三代，以是而
帝，以是而王。由汉以来，时君世主，莫或知此。朕方近述于千载之后，齐万殊之见，明同异之论，以
解蔽蒙之习，未知其方。子大夫无流于浮伪，为朕详言之。（政和五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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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笑一：皇帝之问：宋代殿试策问及其模式化焦虑

在昔圣人以道御气，以气御化，以化御物，而弥纶天地，经纬阴阳，曲成万物。因其盛衰、奇偶、
多寡、盈亏之数，左右之纪，上下之位，而范围裁成之道著焉。后世弊於末俗，浅闻单见，不足与明。
朕承天休，宪法上古，思所以和同无间，以惠元元。然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数之不可齐也久
矣。夫天数五，地数五。而有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又曰：“二而成天，三而成地，三
而成人。”此天地之数错综之不同，何也？《易》曰：当期之日，凡三百有六十。《书》曰：期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内经》曰：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岁纪之数，可坐而致，乃不一，何也？夫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传》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数之不可胜穷，不可齐，不可
一也如此，将何以原始要终，合其同异，一其旨归，通其变，极其数以尽天下之道？朕将有所施设焉，
子大夫详言之，毋忽。（宣和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
这里似乎还在说圣人是如何以“道”治理天下的，但仔细看来又觉得不对，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上
文，是为了表明此“道”非彼“道”，儒家圣人之道早已经被这位“道君皇帝”偷换成了道家之道。于是乎，
策问中《老子》、《周易》、《黄帝内经》一齐上阵，圣人“以道御气”，飘飘然有了仙风道骨。面对这样的策
问，考生假如事先喜爱并深研道家、道教，便易夺得先机，拔得头筹。联系到徽宗晚年推崇道教的种种表
现，这类“反常”策问的出现也就并不奇怪。
靖康之难，让宋王朝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高宗继承皇位，“道”在策问中又回到了先前正常的
位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无远弗届。古先哲
王，罔不由斯道也”，但高宗即位之初，在策问中反复强调自己受命于危难，形势稍好之后，又急于摆明
自己“中兴之主”的身份，所以在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八月二十三日的这道试进士策中，又有了“朕承宗庙社
稷之托于?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几悔祸以靖难”的自
述， 而在其即位六年之后的殿试策问中，让他“焦心劳思”的是前代中兴之主“拨乱反正”的出色表现：
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乘思治之民，芟夷大乱，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
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业，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
甚至到了绍兴十八年，高宗还在策问中表示对于那位“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高祖相望”的中兴之主
汉光武帝的钦佩之情，这与未经国难的北宋诸帝的心境大为不同。
以上所列举的三位皇帝的策问提醒我们，即使被高度模式化的这样一种试题，其中仍然敏感地保持
着与现实政治脉动同步的谐振，但这种谐振是需要阅读者深入文本仔细探测一番的。
宋代帝王在殿试中的策问是一类非常独特的文本，这些“皇帝之问”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文书或
文件，而只是用来考察应试者的想法和水准的。它也不是一篇文章，但却有着文本自身的结构和模式。
策问有属于自己的书写传统，在我们看来，它是这种传统所塑造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政治话语。对于这一
特殊文本或政治话语的研究，无论仅以文学的文体学范式或是史学的方法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本文
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宋代的殿试策问，笔者不想去限定文、史之别，或者形式、内容的两相对立，只
想表明，中国古代文本的特性极端复杂，与现代的“文学”观念存在着明显区隔与差异，正是这种区隔和
差异，刺激着我们不断去进行各种阅读、分析、探究的新鲜尝试。
（责任编辑 胡范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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