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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创立科举，但“状元”
一词却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
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
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科
举史上第一位状元是唐武德五
年（622年）的孙伏伽。

唐代状元含金量低，究其
原因就是试卷不仅不糊名，考
官还会根据考生的推荐人递上
来的“行卷”决定录不录取。所
谓“行卷”，就是考生们把平时
写的一些最得意的诗赋文章加
以编辑，写成卷轴，呈送给朝廷
权贵或者社会名流，请求他们
向主考官推荐。

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南
方经济超越北方。南方状元的
人数占比也上升到三成以上。
到了宋代，南方成为名副其实
的经济中心。百姓生活富足，就

开始增加教育投入。这使得整
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状元人数
已与北方并驾齐驱。

但北方还是领先一点，个
中原因，就是北宋初年的皇帝
和宰相都是北方人，他们对南
方士子多少还是有些偏见。连
名相寇准也是歧视南方的“地
域黑”，频频为中原和北方争状
元。最偏激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相传他的遗训之一就是“南方
人不许当宰相”。

不过，在唐代科举制度的
基础上，赵匡胤还是作了两大
改革，以减少营私舞弊现象。一
是废止了唐代以来的“公荐”
制。二是开启了殿试。为防止主
考官在评选时作弊，后来又有
了“糊名弥封”和“誊录法”。这
些举措都大大增加了进士乃至

状元的含金量。
到了南宋，南方社会安宁，

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
区，重学之风形成。到明朝 276
年间共出了89个状元，其中南方
78人，北方11人。到了明洪武三
十年(1397年)丁丑科春榜，开榜
后，录取的51名进士全是南方
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
是南方人。这引起落第的北方
士子不满，他们联名上书控告
考官阅卷不公，偏私南方人。朱
元璋震怒，命复阅试卷，增录北
方籍优秀人才入仕。但让人尴
尬的是，考官选出的北方考生
试卷，无一合格。但朱元璋更愿
意相信，是这些南方人串通一
气，把北方考生最差的卷子选
出来给他看。于是下令，涉事人
等要么凌迟处死，要么发配戍

边，受牵连者不下千人。为平息
风波，当年六月，朱元璋亲自策
问，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
的录取名单：61名进士全都是北
方人，所以该榜又称“北榜”。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
案”。与其说这是一场科举舞弊
和反舞弊事件，还不如说是朱
元璋在搞平衡，借此笼络北方
知识分子。

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没来
得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
想法定为制度。后来清承明制，
在明朝南北分卷制度的基础上，
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区域配
额越分越细。相比明朝，清朝状
元的南北分布基本没变化，在
114名状元中，南方占了100人，其
中经济发达的传统考生大省江
浙占了七成。 据《看历史》

揭秘 Secret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常
识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战国
到满清的灭亡（1911年）这段时
间，中国属于封建社会。其实很
多人不知道“封建”的含义，以为
古旧的就是封建。
封建的含义：

封建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某
个历史时期。是封就是封邦，建
就是建国，这是封建的本义。封，
就是“爵诸侯之土”，意思就是分
封诸侯一片领土。

怎么封呢？具体做法就是在
边境线上挖沟，叫“封沟”。挖起
来的土分别堆在两边高高的隆
起，叫“封土”。土堆上再种树，叫

“封树”。种树的目的就是为了加
固隆起的封土，同时也使得疆界
更清晰易见。

建，就是“建国”。包括三个内

容：授土、授民、授爵（包括国名）。
授土：诸侯分封到哪一方，

就取中央指向哪一方的土，再掺
合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
好，由天子交到诸侯手里。

授民：本族臣僚、殷商遗民
（部分诸侯国没有），以及封地原
居民，天子宣布该诸侯拥有对这
些人的统治权。

授爵：就是被分封的诸侯论功
行赏，按等级分为：公、侯、伯、子、男
五个等级，封地的大小以及人口的
多少，完全按这个等级排列。

武王伐纣，推翻了殷商，建
立了周朝，周天子拥有的就是天
下，这时候开始把有功之臣论功
行赏。周天子把全天下大大小小

分封了71个诸侯国。这是中国历
史上真正的“封建社会”。

诸侯，意思就是：诸多的侯
国。诸侯的第二代以后的国君由
原国君的嫡长子继承，代代相
传，周天子无权干涉。

所以，西周的时候，只有一
个天子，就是“周天子”，其他的
都是诸侯。能够称“王”的只有天
子一人。诸侯的国君不能称王，
只能称爵位（公、侯、伯、子、男）。
如什么：宋襄公、秦穆公、齐桓公
等等。

在封建制度之下，天子只能
命令附属国国君，但是不可以命
令附属国的其他官员，也就是
说：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后来到了东周（也就是战国
时期），诸侯们都开始不服从中
央（周天子），纷纷称王争霸，没
把天子放在眼里了（如：楚庄王、
魏文王、赵武灵王等），周朝封建
制度名存实亡。

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就把
周朝的封建制，改为中央集权的
郡县制，即郡县以上的官员统一
由中央任免。就算封王，也不封
地，更没有建国。而且封王一般都
限于天子本家一姓，异姓不封王。

到了明清之后，封王都不用
地名，而是改用美称（如：奕亲
王、恭亲王等，免得封你一个楚
王，让你整天惦记着湖北那片领
地是你的），封而不建。

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也
就是周朝，严格的说只是西周。

据《中国国家历史》

雍正五年(1727年)的一天，
雍正在《出洋贸易规则》批示同
意正式取消南洋禁航。是什么原
因让雍正终于决定开海禁？原因
很简单：缺钱、少粮，这些已成了
海疆地区的主要矛盾冲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二次
禁海令的颁行，直接造成福建、广
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田园不足
于耕”，以至于到了当地居民“望
海谋生，十居五六”的窘困境地。

虽然同意开放海禁，雍正却
不得不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主
要是出海船只的省份有限制，各
省出海的港口有限制，即经批准
的出海船只必须在指定地点出入
口。雍正开海属于小步走，大防范
为主。鉴于海禁取消后，每年出海
贸易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也出
现了大量人员出去后不回来的情
况，为此雍正决定，限令出洋贸易
的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也就在这年，广州海关监督
在分头银之外，又征收百分之十
的附加，名叫“缴送”，并将这些
税收源源不断收归国库，没过多
久，海上贸易的金银如同潮水涌
了进来，一时之间，俨然成了国
富民强的重要财政资源。

清王朝的国库，也因此赚的
盆满钵满。雍正虽然要在一定范
围内背负“好货”、“贪利”的罪
名，但其在快速扭转沿海地区贫
困和安定上，其开放海禁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

然而，就在海上贸易达到最
高水平之时，乾隆迅速改变了卓
有成效的海上贸易，大清对外
开放的曙光彻底破灭，曾经虚
掩的大门就此被彻底关上。

据《我们爱历史》

寒食节是在冬至后1 0 5
天，清明节气是在冬至后108
天。古代民间就把两节一起
过。上坟祭先人、冷灶吃寒食、
踏青荡秋千、晴空放风筝……
当然，这日子要讲究吃什么？

在各地的寒食习俗中，被
誉为“寒食十三绝”的老北京
寒食习俗最具代表性：马蹄烧
饼、螺丝转、馓子麻花、姜丝排
叉、驴打滚、糖火烧、艾窝窝、
糖卷馃、糖耳朵、豌豆黄、焦
圈、硬面饽饽、芝麻酱烧饼。缺
一不可，还都是凉吃的食儿。

其实，所谓“寒食十三绝”
的习俗并不久远。清朝年间，
一年中的清明节，一亲王家府
也备着上坟祭祀先祖的食品。
有钱谱儿大，特意在朝阳门外
一家饽饽铺订购大量面食。

在祭祀现场，这些食品摞
摆成了阶梯状，足足十三层，
也就称之为“十三阶”。这个摆
谱儿法，传到海淀的八旗营
房，惊叹之余，口误被叫成了

“十三绝”。久而传之，“十三”，
成了满族祭奠先人所供食品
极致的满额数。

古代寒食的食品是子推
燕，取其“燕”与“念”基本音
同。“念念”不忘介子推的忠孝
节义，孝道为先；“念念”不忘
介子推的不恋邀功做高官的
高风亮节。

渐递的食品还包括：寒食
粥、寒食面、寒食浆、青精饭。
供先人寒食有：面燕、蛇盘兔、
枣饼、细稞、麦糕、环饼等。备
着饮料：春酒、新茶、清泉、甘
水等。

清明祭祀用的食品。最常
见的有花韵四品：寒燕酥、佛
手酥、元宝酥、菊花酥，四块盛
一碟。金银花、玫瑰花、菊花等
鲜花，再佐以各种豆馅果料分
别入馅，又都具有文名：寒燕报
春、佛手赐福、元宝旺财、菊寄
相思。聚集了吉祥多福多财相
思的寓意，也是对先辈的真切
祝福与汇报。 据《法制晚报》

南北状元之争的“南北榜案”

寒食“十三绝”
本是“十三阶”

雍正为充盈国库
取消康熙时海禁

什么才是“封建社会”？

徐福，也叫徐巿，为秦朝时
一方士。公元前210年，徐福奉秦
始皇之命前往渤海三神山寻找
长生不老药，此后便无音信。徐
福到底去了哪里？

关于徐福东渡的目的地问
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
福率领的船队到了日本，但也
有人以为到了舟山岛与台湾，
或是朝鲜。

徐福等人的初始目的是为
了寻觅蓬莱、方丈、瀛洲三神
山，去山上求神仙与不死之药。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渤海的海
域概念是大为不同的。古人所
说的渤海就是中国东面的大
海，它包括今天的渤海、黄海，
乃至东海。

中国东面的大海中，有今
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
群岛等，徐福究竟去的是哪个
岛，司马迁也不清楚。

现在，许多日本学者认为，
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
是五代后周的义楚和尚。有学
者认为，其实《三国志·吴书·吴
主传》中就有徐福去向的记载。
文中说，公元230年，吴派大将卫
温和诸葛直去夷洲及亶洲，结
果只到了夷洲（今台湾），亶洲
太远，没能到达。并且说亶洲在
海中，传言说徐福带领的男女
数千人入海到此洲不还。从陈
寿的叙述可以断定，亶洲不会

是台湾，因为卫温和诸葛直到
了台湾；也不会是吕宋岛，因为
陈寿说亶洲有人口“数万家”，
而吕宋岛至元世祖时仍“民不
及二百户”；那么，这里的亶洲
到底是哪里呢？法国人希格勒
的著作《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
考证》中指出亶洲即是日本岛。

其实，在日本的史籍文献
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
举不胜举。日本学者奥野利雄
先生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
地域在日本九州、熊野一带。据

《富士古文书》研究家铃木贞一
先生研究，徐福是70岁去世的。

据台湾学者彭双松先生统
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
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
庄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
处，传说故事30余个。这些遗迹

与传说虽不全是真实的，但也
与史实有所关联。

徐福率数千人到达日本，把
中国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术
与习俗文化等带到了那里，使日
本很快由新石器时代跃入铜铁
器时代，或曰由渔猎经济的绳纹
时代转变为农耕经济的弥生时
代，水稻、蚕桑、药物等种植得到
了推广，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
大发展。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
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便是
明证。

由以上论述可以断定，徐
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列岛。

据《各界》

徐福东渡是否真到了日本

很多动物和人都害怕狮
子，狮子威猛健壮,号称百兽之
王。如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来训练的话，把它们拉上战
场去帮助打仗貌似是个不错
的主意。公元前13世纪，古代
埃及与赫梯两大军事帝国，为
争夺叙利亚的绝对控制权展
开交战。这场冲突中最重要的
战役就是卡迭石之战。

在这次战役中，轻敌的埃
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中了赫梯
间谍的诱敌之计，率领一支军
团孤军深入，闯进了赫梯军队

在卡迭石附近的伏击圈里。赫
梯人趁机集中力量进攻拉美西
斯二世所在的“阿蒙神”军团，
一支骑兵更是直冲中军企图生
擒他。拉美西斯二世一边指挥
麾下的近卫军拼命抵抗，一面
下令放出原本作为护卫的狮
子。结果张牙舞爪的狮子“近卫
军”们一通猛冲乱咬，还真把赫
梯人的战马给吓退了不少，埃
及士兵们这才扛住了骑兵的攻
势，从而帮助法老摆脱了危险，
赢得反攻的机会。

据《文史天地》

埃及法老曾用狮子做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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