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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明代初期，秀才其实并不
穷，甚至可以说衣食无忧。因为
明朝法律规定，一个人倘若考取
秀才，每年可以拿到十八两白银
的补贴。

但是，到明朝中后期时，秀
才们就真的穷掉渣了。虽说每年
十八两白银的待遇，都还算保持
不变。可是明朝的物价，却早已
不是初年的光景：明朝十六世纪
中叶后，北京城里的读书人，每
年至少要赚到五十两白银，才能
维持基本温饱，放在东南经济发
达地区，这数字更是高。苏州松
江的读书人，每年至少七十两银
子，才能摆脱窘迫生活。

随着明朝腐败的加剧，教育
行业的潜规则也越发甚嚣尘上。
一个秀才若想在名利场上更进
一步，每年更得咬牙花钱孝敬学
官。否则稍微得罪学官，恐怕考
试资格都被剥夺。

在这残酷的生活压力下，明

朝中期起的大多数秀才都要辛
苦忙活生计。比如明朝一代直臣
杨继盛，早年做秀才时，还要在
外辛苦教书赚钱，而且为省点房
租寄居在寺庙里。冬天冻得打哆
嗦不说，而且经常半夜就饿醒。
为了对抗饥饿，只能半夜里忍着
寒冷在房间里转圈，简直是“其
苦难言万一矣”。

而当时的杨继盛，还只是光

棍一条，换到很多拖家带口的秀
才们，自然生活压力更大。比如
明朝万历年间状元唐文献，当年
中秀才时，就是一大家子人口。
于是每年过了春节，就得外出工
作，最苦累的几年里，甚至同时
要做好几份工作，直到春节前的
一两个月，才能忙里偷闲翻书学
习。以至于每次坐下来读书，竟
都到了“甚觉粗疏”的地步。

而且像唐文献这样，最终能
科场登第者，秀才里也是极少
数。绝大多数人，却是一辈子的
穷苦生活。以《五杂俎》的形容
说，大多数秀才，基本都是“贫不
能葬，身无完衣，长无家事”。

但别管先前多穷苦，秀才只
要能考取举人，就会摇身一变，
从穷书生一跃成为家有产业的
士绅阶层。因为，中了举人也意
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
即使会试不中也有作学官、当知
县的机会。不但全家人不用纳税
纳粮，而且马上就有人将他的地
挂靠到举人的名下，以比给国家
低的税率给举人交租子，这样就
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了。

这巨大差距，也就缩影了
《儒林外史》里的经典一幕：穷秀
才范进意外中举后没几天，宅院
产业就源源不断而来，各路名流
上门拜见。就是这科举出了大毛
病。 据我们爱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似乎被公认
为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言控”。然
而李世民在纳谏方面远不及宋
仁宗赵祯。世人皆知，成就李世
民最善于“纳谏”帝王美名的是
魏徵。其实，通过分析史料，可以
看出李世民与魏徵很多时候是
在“演双簧”。史载，李世民说魏
徵向他进谏涉及的事情多达200
余件，可是从史料分析，魏徵所
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迎合李世
民，而李世民纳谏更像作秀。魏
徵所提意见稍微过激，李世民便
怒曰：“会杀此田舍汉！”“纳谏”
形象塑造之后，即使魏徵已死，
李世民也找“魏徵曾任太子名誉
老师”的理由，将其亲自撰写碑
文的墓碑推倒。

相比而言，低调内敛、不善
于“炫”的宋仁宗赵祯，在“纳谏”
方面远比李世民诚实得多。南宋
朱弁笔记《曲洧旧闻》记载，有一
次退朝，宋仁宗直接回到寝宫，
皇袍来不及脱，就先摘下皇冠
说：“头皮甚痒。”并叫非常宠幸

的梳头者快来。这个宠妃正准备
替赵祯梳头，见他怀里有奏章，
便问是什么奏章、提的是什么意
见？赵祯告诉她，是台谏提的意
见。内容是“霖淫久，恐阴盛之
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梳头
夫人便说：“官位稍大的人家妻
妾只增不减，皇帝仅有一两个女
人，便是荒淫，就要赶走。难道只
允许他们快活。如果皇帝要赶，
就先赶走我。”赵祯听完急忙起
来，叫掌管后宫的大太监携带嫔
妃名册马上过来，并当场颁下一
道圣旨：“虽皇后不得过此门
来。”随后就将自己非常宠幸的
梳头夫人等30个嫔妃“尽放出
宫”。当天，慈圣皇后就问赵祯：

“负责梳头的美人是皇帝宠爱，
为何将她第一个赶走？”赵祯说：

“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于左
右？”

《宋史》中有唐介、范讽、包
公、张康节等多次犯颜直谏的记
载。家喻户晓的有，包公反复进
谏阻止皇帝任命张尧佐为宣徽

使的故事，乃至老包“音吐愤激，
唾溅帝面”。宋仁宗对口水都喷
了自己一脸的包公并没有像李
世民对魏徵那样，气愤得要杀掉
他。赵祯对待多次犯颜进谏的唐
介就更胜于李世民了。他曾叫人
偷偷地画了一张唐介的画像“置
温成阁中”，并亲自题上“右正言
唐介”。唐介死后，赵祯叫人拿出
唐介画像细细品读：“此不见后
生日精神。”并将画像赏赐给唐
介的家人。这比李世民替魏徵写
碑文、后又毁碑不知强多少倍。

据《退休生活》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一
生，贫病交加，郁愤难除。他从
小体弱多病，第一次参加乡试
就因病未能如愿。23岁时，世
居的文昌里大宅因邻里失火
被毁。即使在南京六品官任
上，对于妻弟绝粮的求救他也
无能为力。由于为官清廉，弃
官回到临川后，只一年，他便
发出“欲恣读书，治生诚急”之
叹，只能靠卖文度日。面对生
存的困境，他无奈地感叹自己

“白头还是债随身”，发出“我
歌鹿鸣五十年，求一避债台而
不得”的悲叹。

他有子女13人，活下来的
只有5人。其中长子汤士蘧的
早逝对他打击最大。汤士蘧有
神童之誉，3岁开蒙，5岁能颂

《三都赋》，8岁为文，16岁读完
正史，19岁入南京国子监，被
汤显祖认为是“必入馆阁”的

“佐王才”。他寄托了汤显祖所
有的希望。但是，汤显祖望子
成龙之心过于迫切，士蘧第一
次参加乡试失利后，汤显祖竟
然对其进行体罚。此时，士蘧
已经是20岁的青年，而且“文
章惊动两鸿师”，被人们称为

“人中之龙”。对父亲的责罚，
汤士蘧没有怨言。他深知父亲
一生的愿望，努力备战第二次
乡试。但是命运实在太残酷，
汤士蘧竟然在第二次乡试前
不久因病去世。

得知消息后，汤显祖悲痛
之至，一口气写下3 2首悼亡
诗。望子成龙，可简单理解为
独属中国人的传统，对汤显祖
的行为，则可以理解为独属中
国传统士大夫的悲剧；但对于
汤显祖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独
属于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他将
儿子的一生绑定在自己的理
想上，不幸的是，爱子恰恰又
愿意成为他的信徒。如果缺
一，悲剧则无从发生。

据《书都》

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
贞的一位朋友去华山旅游了一
趟，回来后告知王，已经请人把
他的名字也刻在华山顶上了：

“你看，我把刻你名字的墨跋都
带来了。”在华山之巅代刻一个

“到此一游”，这是多么情真意
切的礼物。王世贞赋诗一首，以
志感谢。

明朝人收到朋友来信的时
候，一般也会收到小礼物，新诗
扇面是最常见的，也有带一本新
刻的文集，或佛经，或法书字帖
的，也有送当地出产的布匹，或
其他小物件的。大概以表达情意
为主，但随信而致的小礼物，只
限比较亲近的朋友。

对于有事相求的居高位者，
或初次作书相通的长者，反而不
能送，因为随信附带送礼，既冒
昧又不庄重。

日常礼物，可参看冯梦祯的
《快雪堂日记》，里面记载着好多
样品。书籍类有《弘明集》《华严

经》《中峰广录》《颜氏家训》《得
士录》等；器物有：扇子、砚台、竹
匣、大时壶、汝窑小炉、汝窑花瓶
等。食品有：茶叶、频婆果、鲜菱、
西瓜、佛手柑、曲米等。扇子送的
最多，是因为买个扇面，写上自
己新作的诗，近况、情感都传达
到了，而且随本人名气大小、书
法高下，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最是惠而不费。

文学家、戏曲家屠隆，作为
清贫官员，被罢后他以山人自
居，大大咧咧地向富贵朋友索取
生活资费，书信中记载的礼物就
既多又有趣。他给无锡富公子秦

君阳写信，信尾才是重点：“久不
通问，良以为怀。赵千里山水一
幅、益王妃篆书四幅、《韩昌黎
集》一部、《罗念庵集》一部、湖罗
一端、诗扇一柄、汉黄龙元年鼎
一枚，奉将鄙情，伏纸麾顿。”这
封信所附的礼物有点多，像一个
艺术品拍卖会。屠隆还动辄给好
友冯梦祯开个礼物清单，比如：
紫阳巾一顶，玉瓶一个，《维摩
经》《高僧传》各一部。又在给一
位共同友人的信中，绘声绘色地
说起自己曾向冯梦祯要求分点
薪水花花，冯竟然置之不理。

据《东方早报》

古时候，在冷武器主宰的
战争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除
了依靠战术兵法制敌之外，很
大程度上都是以人数取胜，所
以往往是人口大国在军事上占
据优势，而交战双方的部队都
是少则数千士兵，多则几十万
士兵。

如此大规模的战斗，后勤保
障上是一个大问题，其他的不
论，单单一个如厕都是一个不小
的问题，几十万大军是怎么如厕
的呢？总不能几十万人随地大小
便吧，当然不会是这样的，因为
这样会很危险，其实古人对如
厕问题是相当重视的。

因为若是人的粪便处理的
不好，很容易就会惹来苍蝇，而
苍蝇又极其容易传播细菌，稍
有不慎就会引发很严重的后
果——— 瘟疫。

还有一点，随地大小便很
容易暴露部队的行踪，在靠出
奇兵制胜的古代战场也是大
忌，所以在行军打仗部队驻扎
之前第一个建造的就是茅房。
而且茅房的选址都十分考究，
一般都是选在下风口，防止异
味，而且大小便是分开的，而且
如厕过后，往往也会用泥土掩
埋，防止瘟疫的传播。

除此之外，当守城的军队
没有武器时，还会用粪便当作
武器，在城楼之上迎头浇下。而
进攻方也会将粪缸作为武器，
将其放在投石器上面，当成是
石头发射出去。

据煮酒论史

为什么说穷秀才，不说穷举人

宋仁宗比李世民更能纳谏汤显祖教子悲剧

明代文人如何送礼

古代落榜生能干啥

自唐开科取士以来，考中
进士才有官做，而进士的录取
率很低，那些名落孙山者，一无
体力，二无专业，他们是怎么生
存的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
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师
爷的身份不是朝廷命官，既没
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
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
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处理
政务。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
体中的佼佼者。尽管师爷属于
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
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
入，且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

“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
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
可以活得很滋润。

但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
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
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
走上“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
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
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
试不第”，又没地当师爷，只好
沦为无业游民，靠写书谋生。

还有的人读书不行，干脆
学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
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
科举无望，跟随父辈学经商，成
为当时的商业巨子。

当然，也有些落榜的读书
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比如
范进。另外还有一类，比如洪秀
全，屡试不中，干脆一气之下走
上造反的道路。

据历史档案揭秘

古代几十万大军
战场上怎样如厕？

科科举举张张榜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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