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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刘　海　峰

在中国古代, 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从政的精英人才。经过激

烈竞争、层层筛选而金榜题名的科举人才,构成了中国 1300年历

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养最高的基干和主体。由于科举制是

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各个地区的应试者必须接受同样的测试标准,

其中脱颖而出者总体而言当然要比名落孙山者具有更高的文化水

平。因此,科举活动的盛衰和中举及第人数的多寡是中国封建社会

后期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达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标。唐宋以

后,科第中额不仅往往是评价地方长官治绩好坏的一个方面, 而且

也关系到某一地区在朝廷中政治势力的升沉消长,所以, 科名既是

个人和家族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地方集团或区域群体的追求对象。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经存在过各种各样的竞争、争论或

争斗, 较突出的有子弟与寒士之争、经术与文学之争、南北地域之

争、存废利弊之争,本文主要探讨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这

种地域之争还常与经术与文学之争交织在一起。从地域之争的演

变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人才优势的南北易置是随着科举

制的发展而发生的。科举取才方式对中国东南地区人才的崛起起

过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区域解额制度的推行,则有利于北方人

士和边远地区人才的登进。研究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不仅

是“科举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可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

上人才分布的区域变化,加深对东南地区人才特点的认识,并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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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解现今高校布局和高考中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等问题的历史渊

源。

一

以淮河、秦岭为界,可以将中国地理大体划分为南方和北方。

唐代是中国科举发展史上的早期, 当时的科第人物是北方士人占

绝对的优势。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

和文化中心。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从西北起家, 重用关陇集团和北

方士人。据统计,唐代 357名宰相的地域分布,生于北方的关内道、

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的宰相有 326名,占 91. 3% ,而属

于南方的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的宰相仅有 31名, 占 8.

7% ,南北差别十分悬殊。唐前期,科举及第者多为有一定家庭背

景的生徒,其中又以北方士人为多。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南移,

随着土族地位的下降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南方士子在科场中逐

渐崭露头角。如福建诸州在唐前期只有薛令之一人考中进士, 中唐

以后,不仅出现名列“龙虎榜”的欧阳詹这样的著名进士, 而且及第

者络绎不绝, 文宗开成四年( 838) ,一榜中就有 4名闽中进士, 令朝

中人士刮目相看 。不过,相对北方而言,唐后期南方在科举中的

比重还是居少数。《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载有唐武宗

会昌五年( 845)规定全国各道各州解送参加省试的进士、明经举人

限额。除京师长安的国子监以外,解送限额最多的是洛阳东都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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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同州、华州、河中府,解送名额为进士 30人、明经 50人;下一个

档次为凤翔、山南西道、山南东道、郑滑、鹿阝坊、陕虢等北方道州和

湖南、浙东、浙西、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等南方各道,所送进

士限额为 15人、明经为 20人;而福建、黔府、桂府、岭南等道则列

最末等,所送进士限额为 7人、明经 10人。可见南方道、州的解送

限额从总体上说还是不如北方。就实际及第人来看, 据缪进鸿先生

的统计,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唐代进士人数最多的 10个省份中,只

有江苏排名第 4, 而福建、浙江、江西排名最末 3位,其余前面名次

皆为北方省份 。此统计数字虽不尽准确, 但基本上反映出唐代科

场中南北士人的相对地位。因此,有唐一代,北方士人在科举考试

中占据优势地位, 只是由于科场初开,各地在科举竞争中的矛盾尚

未显现出来, 所以唐代还没出现关于科举取才的南北地域之争。

北宋以后,北方地区因为经历较多的战乱, 经济发展受到严重

影响,加上与辽、夏处于对峙状态,学习环境相对不够安定,北方士

人又较不擅长诗赋这些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 所以北方士人在

科举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科举及第的比重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

《容斋四笔》引宋嘉佑中吴孝宗所撰《余干县学记》说:“古者江南不

能与中士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

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在科举录取人数南北比例十分悬

殊的情况下, 到北宋中叶,终于引发了朝中大臣关于科举取才的南

北地域之争。

首先发难的是从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入仕朝中的大臣司马

光。宋英宗治平元年( 1064) , 司马光上《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

状》,认为试诗赋不足以观言,且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

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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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春秋》、《论语》等经书 。司马光此奏表面上看来与科场的地

域之争无关, 实际上因为北方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士子长于诗赋,

司马光的建议隐含着扶植北方士人的用意。两年之后( 1066) , 太子

中舍知封州军州事柳材奏称,科场中第者大半为京城所在地开封

府和国子监举人, 而北方地区和南方边远和广南东、西路举人数极

少,他们要经长途跋涉到京城与开封府的国子监那些学习条件优

越的举人一起竞争,“似有不均”,而且也不利于调动这些北方及边

远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 因此,柳材建议今后诸道、州府举人试

卷各以逐路糊名, 开封府和国学锁厅举人另外糊名, 分别于试卷上

题以“在京”、“逐路”字样,按名额裁定取人。司马光接到此奏后,奏

上《贡院乞逐路取人状》,首先引用柳材的奏文,并列举嘉佑三年

( 1058)、五年( 1060)和七年( 1062)三榜进士中北方诸路和南方边

远地区的解送和及第人数, 说明这些地区及第比例很小, 甚至全无

及第者, 以此比较在京及其他诸路举人的及第之数, “显然大段不

均”。他认为“今来柳材所起请科场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

平,事理允当,可使孤远者有望进达, 侨寓者各思还本土矣”。司马

光还提出逐路取人的具体比例, 每 10名举人中取 1人,不满 10人

者 6人以上也取 1人, 5 人以下则不取, “所贵国家科第, 均及中

外 。”司马光等人所说虽只是指出京师举人及第数额太多而为北

方士人抱不平,但在京师开封府寄应或冒籍取解者很多是南方士

人,而且南方诸路每科及第数也远比北方诸路为多, 因而在各地取

解数额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司马光提出的逐路按举人录取名额

1: 10的比例取中办法,实际上等于间接地限制了南方士人的及第

机会。

对于司马光的分路取人说, 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应举入

朝的参知政事欧阳修不惜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 针锋相对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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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才取人说。他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 “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

世,最号至公。⋯⋯不问东西南北人, 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 而惟

材是择。⋯⋯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

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 四方风俗异

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 故进士多而经学少; 西北之人

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

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而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

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 则多少不等。”欧阳修还说东南州、

军取解者往往是二三千人处只解送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 而西

北州军取解多处不过百人, 解送十余人的话,已是十人取一人。东

南之士初选已精,故至省试合格者多, 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初

选已滥,故至省试不合格者多。若一律以一比十的比例录取, 则东

南之人应合格而落选者多, 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这样是取舍

颠倒,能否混淆。“若旧法一坏, 新议必行, 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

故臣以为且遵旧制,但务择人, 推朝廷至公, 待四方如一, 惟能是

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 。”

欧阳修与司马光的争论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

首次重要争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的著名学者, 又是曾经掌管科举

大权的重臣, 因而这场争论格外引人注目。对于其中的是非曲直,

历来有不同看法。元人马端临认为“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 司马

公之意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于核实, 以免缪滥

之弊。要之, 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公之说为是 。”司马光和欧

阳修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 双方各

有充足的理由,欧阳修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 以保

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 但司马光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为促进

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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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必要采取某些照顾政策,以巩固全国的统一。不过, 由于双方

的观点相持不下, 因而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 实质上宋英宗是采

纳了欧阳修的意见。

宋神宗即位后, 这位“笃意经学”的皇帝执意要革除科举考试

的弊端,且考虑到西北人材多不在选, 于是采用王安石的办法,将

明经等科目归并于进士科, 并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为以经术为

主。但考经义要求“通经、有文采”,讲究作文技巧来阐发儒学的精

神义理,而不象以往明经科的墨义只需粗解章句,故仍然是不利于

西北人士。《文献通考》卷三二引东莱吕氏曰:“齐鲁、河朔之士往往

守先儒训诂, 质厚不能为文辞, 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后, 榜出多是

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宗后,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 凡是

北人皆别考, 然后取人, 南北始均。”后来,进士科又分立为诗赋进

士和经义进士,也多少带有兼顾南北士人不同专长的用意。

从进士登科人数的分布来看,北宋时期南方占了绝对优势,甚

至可以说南与北是畸重畸经。据美国学者 John Chaf fee(贾志扬)

以地方志中所载北宋进士统计, 现在可考的北宋进士全国有 9,

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 9, 164人, 占 95. 2%,北方诸路仅 466人,

占总数的 4. 8%。在南方地区中, 又以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

南西、福建等东南五路的进士为多,这五路共有进士 7, 038人,占

北宋进士总数的 73% 。地方志所载宋代进士基本上是可信的,

其统计人数取样超过北宋所有进士数 18, 812人的半数, 远比据

《宋史》列传统计的人数更多, 因此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北宋进士的

地区分布情况。在凭才取人的原则下,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进士及

第人数占据了压倒优势,这是中国科举史上南北及第比例最为悬

殊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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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南方各路在科举中虽也有地区之间的竞争, 同时北

方的金也曾在科举考试方面实行过“南北选”,但不属于本文所探

讨的南北之争。而元代在皇庆二年( 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实行民

族岐视政策, 将考生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则带

有一定的区分南北的含义。在乡会试,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二场,

内容相对容易一些,汉人、南人试三场,内容相对艰深一些。所谓汉

人, 即原金朝所辖地区的汉族和蒙古、色目(回回)以外的其他民

族,大体上属于北方汉族;南人即原南宋所辖的南方人民。元代规

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 300人赴会试, 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

75 人。会试录取 100人,四等人也各占 25 人。但除了元统元年

( 1333)以外, 实际上多数科次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录取名

数并不完全相等, 有时也存在后者登科人数超过前者的情况 。元

代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以选取进士的政策, 具有民族

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

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

的开端。

二

明朝初年,南方士人将南宋时期郁积的文化水准在科举考试

中重新发挥出来, 出现了贡院中南人独擅胜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

状况,南北方士人进行了空前激烈的地域之争, 终于引发了著名的

“南北榜”事件,并导致南北分卷取人制度的确立。

明初沿袭前代成法, 在地方省一级的科举考试(乡试)中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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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定额制度。洪武三年( 1370) ,规定乡试取中举人名额为: 直隶

(今南京) 100人, 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今北京)、福建、江

西、浙江、湖广等省各 40人,广西、广东各 25人,总计 470人, 但说

明“才多或不及者,不拘员数” , 但各省还是按规定名额发解举人

的。只是在会试这一级,明初并不分南北省区名额。

洪武三十年( 1397)二月会试,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录取了宋

琮等 52人, 全是南方人。三月殿试,擢定闽县(今福建闽侯)人陈

安阝为状元。发榜之后,引起了北方举人的强烈不满, 他们指责“三

吾南人(湖南茶陵人) , 私其乡”, 偏袒南人压抑北人。明太祖朱元璋

闻之大怒,特命侍读张信等 12人复阅试卷,复查结果认为刘三吾

并未舞弊违法,维特原榜不变。北方举人不服, 又有人上疏告张信

等人和刘三吾暗中勾结,故意将北方人的劣等试卷呈送皇帝审阅,

肆行欺骗。朱元璋闻讯更加恼怒,下令处死白信蹈、张信等考官和

状元陈安阝等人, 刘三吾以年老免死, 革职充军。朱元璋亲自阅卷,

录取了任伯安等 61人,并在当年六月发榜,以韩克忠为第一, 全为

北方人士(包括四川籍 6人)。当时称为“南北榜” 。南北榜事件其

实并不是一次惩治科场舞弊的案件,而是朱元璋为扩大自己的统

治基础,笼络北方士人而人为地贬抑南士录取北士的结果。

南北榜之争的次年( 1398) , 朱元璋死去。此后在会试中并没有

对被录取的籍贯做出限额规定。从明惠帝建文元年( 1399)至明成

祖永乐二十二年( 1424)之间的 9 榜进士中,共录取进士 1938名,

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这些南方省籍进士达

1621名,占总数的 83. 6%之多, 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部省

份的进士共 92(其中包括高丽进士 1名) , 占 4. 7%, 而北直隶、河

·160·

《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

《明史》卷七○《选举志》。



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省籍进士总共只有 225 名, 占 11.

6% 。可见南方士人在科场中仍占压倒优势, 9榜合计南方每省

平均有 270进士, 北方每省平均只有 45名进士。为改变进士的地

区分布过于不均衡的状况, 明仁宗洪熙元年( 1425) , 江西籍的大学

士杨士奇向仁宗提出了南北分卷录取的设想,他说: “科举当兼取

南、北士”。仁宗认为: “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杨士奇则说:“长才

大器, 俱出北方, 南人虽有才华, 多轻浮,”并建议在试卷糊名时标

明“南”、“北”二字,南人取百分之六十,北人取百分之四十 。杨士

奇的设想到明宣宗宣德二年( 1427)正式形成南北卷制度, 并把一

些不易划定为南或北的区域分为中卷,南北各减 5名归中卷, 若录

取 100名,则南卷取 55名, 北卷取 35名,中卷取 10名。

到明代宗即位以后,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又起波澜。景

泰元年( 1450) ,诏令科举遵行明成祖永乐年间旧例, 不再按区域比

例分配进士名额。为此,户部给事中李侃等上疏反对说:“江北之人

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丰赡, 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他

认为专以文词多取南人有所不妥,要求“今后取士之额虽不可拘,

而南北之分则不可改。”而礼部不同意李侃的意见,认为“取士若不

以文,考官将何所据”? 并举例说永乐年间也选取了许多优秀的北

方人才,不可说现在北方就无人才。最后明代宗听从了礼部的意

见,在次年的会试中停 止按区域配额录取 。但南北卷制度只中

断了一科,至景泰五年( 1454)又得到恢复, 并具体划分了各卷的区

域,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

为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

凤阳、庐州二府和滁徐和三州。此后,明代基本上沿用南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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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卷 35%、中卷10%的会试录取比例。但在实际录取时, 往往南方

省份取中的比例还是略高于规定, 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则略低一

点。

在乡试一级, 明代各省录取举人定额也屡有变动,总的趋势是

各省额数渐有增加。到景泰七年( 1456) ,各直省的乡试举额为北直

隶(今北京)、南直隶(今南京)各 135名, 江西 95名, 浙江、福建各

90名, 湖广、广东各 85名,河南 80名,山东 75名, 四川 70名, 陕

西、山西65名,广西55名,云南30名 。此后到明末,各省举额皆

沿此数, 只有云南一省不断增加, 从40、45增加到 50名。在嘉靖十

四年( 1535)将贵州从云南乡试中分出来, 云南举人各额为 40名,

贵州为 25名;到万历元年( 1573)又将云南举额增为 45名,贵州增

为 30名。举额分配是根据各省户籍多寡和文风高下而制定的,南

北各省举额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其人文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景泰

七年以后云贵两省举额的渐次增加,则反映了明政府优待边远地

区的方针和云贵地区文化水平日渐提高的势头。

各省乡试规定只有本省籍士子才能参加, 不存在南北士人之

间的竞争问题,但南北直隶乡试中由于有国子监生员参加,而这些

生员是来自全国各省的,因而也存在着南北士人之争。在两京乡试

试卷中专门编有“皿”字号, 以取自“监”字的“皿”为国子监生文卷

的代号,两京乡试皿字号录取名额各为 35名,但录取结果与会试

类似, 中式举人也多为浙江、江苏、江西、福建人, 连北直隶(顺天)

乡试中的皿字号录取者中也多为东南籍监生, 如万历三十七年

( 1609)顺天乡试皿字号所取 33人中,南方人占 28名,北方人仅 5

名 。为此,在万历末年,又有人建议两京乡试取中皿字号试卷也

仿会试办法分为南北卷,按比例分配 35个名额。而礼部尚书沈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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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今该科欲照会试例分南北卷,兼收人才,不欲有所偏重,其

意甚善。但既分南北,必有中卷,分析太多,恐属繁琐。且岁贡入监

者少,而北方纳粟人等多,有意外于科名,万一填榜之时, 不能取盈

数,反为难处,不如仍旧 。”结果朝廷接受了沈鲤的意见, 未将皿

字号再细分区域配额的构想付诸实践。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

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对乡、会试中额的地

区划分越来越细。顺治十四年( 1657) ,将顺天乡试中国子监生的皿

字号分为南北卷; 乾隆元年( 1736) , 又将皿字号再分为南、北、中

卷,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

江、湖广、广东为南皿, 各取中额 39名;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

中皿,按每 15名与考监生取中 1名的比例录取。各省乡试也逐渐

分细,如雍正元年( 1723)将湖南、湖北分开。乾隆元年( 1736)将江

南乡试分为上、下江录取,下江江苏取十分之六, 上江安徽取中十

分之四。再到光绪元年( 1875)陕西与甘肃分开考试录取。

会试中额初承明制, 分南、北、中卷,顺治十二年( 1655) ,将中

卷并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有时甚至在南、北、中卷内再

分为左、右分别录取。或者专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各编字

号,分别取中。最后,到康熙五十一年( 1712) ,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

不均, 边远省份或致遗漏,因此废去南北卷制度, 代之以分省取中

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会试中额 。从此, 由科举中的南

北地域之争而出现的南北卷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直至光绪三十

一年( 1905)科举制废止,一般各地士人不再计较南与北大区域的

配额问题,改为关注本省籍士子的会试中试数额问题,已很少南北

地域之争的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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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明清实行南北卷和分省取士制度的情况下,东南地区的科

名仍然特别兴盛。关于明清两代进士和鼎甲人物的地理分布, 以往

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统计分析,不少人还研究了江苏、浙江两省进士

高产的原因。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科第区域配额限制的情况下,为

何东南地区及第人数还能占据明显优势并且出类拔萃, 以及区域

配额制的积极意义。

尽管明代在实行南北卷制度以后, 南北及第人数畸轻畸重的

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扭转, 但由于南卷比重较北卷大得多,占录取

总数的 60%,而北卷仅占 40%, 即使后来分出中卷, 南与北比例仍

为 55∶35, 要高出 20%, 因此每科绝对数南方各省仍要比北方多

出好些。而南卷或北卷之内是不再分配额的,这样, 当时同属南卷

的南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福建、广东

六省区之间还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自然是人文水平较高的东南省

份占上风。举例来说, 据《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统计, 在实行南

北卷的初期, 从宣德二年( 1427)至正统七年( 1442)间六榜进士中,

南卷共取 398名, 其中南直隶 62名、浙江 109名、江西 138名、湖

广 19名、福建 59名、广东 11名。这样,进士登科多的省份如江西、

浙江与进士少的省份相比差距在 10倍以上, 湖广包括了今湖北、

湖南两省,以省计算的话登科数还不及江西、浙江的十分之一。所

以说, 尽管分出南、北、中卷, 东南省份的进士数还是特别多,南北

差距还是很大。在上述六榜中, 中卷共取 55名,北卷共取 193名,

全国共取 646名, 南卷录取数占总数的 61. 6%,北卷占 29. 1% ,中

卷占 8. 5%。可见实际录取数南卷要高出规定的 55%的限额, 而北

卷和中卷则不足规定的 35%和 10%的录取限额。

清代实行分省定额制后,东南各省定额一般比西北省份多,据

·164·



《清德宗实录》卷二六八所载, 1889年会试中额为江苏 25名,浙江

24 名, 江西 22名,福建 20名, 安徽 17 名, 而山东 21名, 河南 17

名,陕西 14名,山西 10名, 甘肃 9名,而且各榜也不一定完全按定

制录取,往往只有最高而无最低录取限额。各省的数额也时有增

减,没有固定的名额,如光绪九年( 1883)河南中进士 22名,光绪十

二年( 1886)只中 9名, 再下一科( 1889)又增加为 17名。张耀祥先

生以各省县数(即由县所决定的秀才数)为权衡标准,计算出清代

二、三甲人物地理分布和各省人才生产率的差异,江苏省实取进士

数比应取进士数高出 7%, 浙江省实取进士数比应取进士数高出

6. 5%, 第 3位是江西,高出 4. 3% ,而清代科举一甲人物更是高度

集中于江、浙两省,以至张耀祥不禁感叹道:“黄浦江上,石头山下,

西子湖滨,钱塘湖处,竟是英才降诞之所,瞻彼东南, 不禁神驰 。”

会试录取多少还是要受到区域限额的限制,而确定进士排名的殿

试不存在及第人数增减问题,完全是自由竞争,毫无区域配额,结

果是东南人才脱颖而出,清代江苏省共出一甲进士 110名,占全国

总数 342名的 34. 8%, 浙江省一甲进士 81名, 占 23. 7%, 两省合

计占全国一甲进士的 58. 5%。由于会试录取时只有省份配额,各

省内的竞争则是不受名额限制的,这样,明清两代进士人物最集中

于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 清代杭州有进士 1004 名, 苏州有进士

785名;仅苏州就出过42名一甲进士 ,其中包括状元 26名, 以至

于状元被形容为苏州的土特产之一。确实,在清代 114名状元中,

苏州一地就出了 26名,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为什么在科举时进士人物会如此萃集于东南地区? 这与东南

地区的人文特长有关。北方人士较尚武,南方人士较尚文,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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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除元代以外,历朝政府皆以文教立国,实行右文左武的政策,

即“国家用人, 率重科举,而科举取士,率重文章 。”并且, 科举考

试的诗赋制义等文体又与东南地区士人的才质习性相宜。自南北

朝以来,中国南北方的文化特色即各有差异,在经术与文学方面也

各有异同。《隋书·儒学传序》便说: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

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

文学传序》谈及南北文风差异也说:“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

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

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

人得失之大较也。”在以文章诗赋取士的情况下, 南方士人得天独

厚,正如欧阳修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所说的“东南之俗好文, 故进士

多而经学少; 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这是与不同地区

士人的材性所长有关的。当然,宋以后东南地区科名特盛还与地理

环境、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学风较盛等因素有关, 只是前人对这

些原因研究已多, 本文在此不拟重复。总之,科第人物特别是一甲

进士偏重东南并非偶然,在明清时期每逢乡试人们也特别关注江、

浙两地的发榜情况,因为这两省魁科人物多到使当地人“不识大魁

为天下公器, 竟视魁科乃我家故物 ”了。尤其是与被称为“北闱”

的京城顺天贡院相对的被称为“南闱”的南京江南贡院,每逢八月

乡试期间,更是热闹非凡,秦淮河畔, 士人云集, 南闱取中解元者其

声望要远远高出他省的解元。这也难怪,清代江南贡院有号筒(号

巷) 295字,共号舍 20, 644间, 从两万多人的激烈竞争中鹤立鸡群

者,一般而言,水平自然要比科举小省的解元略高一些。因此, 明清

两代称得上“江南才子”者基本上都经历过江南贡院的考试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区域配额的限制,江南贡院和东南省份所出的进士

肯定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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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区进士及第人数最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由南北区域之争而产生的区域配额制度也有

其合理之处。正如明仁宗所说: “科举之士,须南北兼取, 南人虽善

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方仅得什一, 非公天下之道 。”

朱元璋制造的南北榜事件目的在于扩大统治基础,因为明初北方

还不时与逃亡塞外的元朝残余势力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状态,朱

元璋亟需笼络北方士人,稳定北方社会。《凤洲杂编》卷四说:“北方

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有故元之思,颇欲假科名以笼络之。”南

北卷的实行也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注重统治阶层中势力的相

对均衡分配, 把奠基于南方并以南人为政治主体的明初政权转化

为向全国开放的统一政权, 文化上的半壁江山变为一统天下, 有力

地巩固了全国的统一。分区定额取中带有优待照顾边疆和文化相

对落后地区的用意, 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是与考试的公平原则

有某些矛盾之处, 但从调动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当地

人文教育水平提升以及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的角度来看, 则有其

合理之处。在最初讨论建立南北卷制度时, 明仁宗便认为杨士奇的

构想很有道理,并说:“往年北士无入格者, 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

北方学者亦感奋矣 。”《明史·选举志》所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

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 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

的盛况,说明受科举取士的推动,连北方也一样出现了兴学重教的

可喜现象。

正是因为分区定额取中的办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所以中

国科举史上关于凭才取人与分区取人的争论,越到后来越是分区

说占了优势, 而且分区取人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

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和规律。为了扶植边远省

区人文教育水准的提高,明清两代对诸如云南、贵州的乡试举额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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