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宋享国 320 年，共开科 118 榜，取士人数超过 11 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
数的 10 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 61000 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 360 人。元
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
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
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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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权益，今天看
来理所当然。 但在 18世纪之
前，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神
圣不可侵犯，平等二字还是奢
侈，消费者权益自然不可能登
堂入室。 直到启蒙思想时代，

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
信受到抵制，“人人生而平等”

“天赋人权”“人民主权” 等观
念演化成自然秩序， 催生了
《独立宣言》《人权宣言》 等纲
领性革命文件。但是，资本生
产仍处于野蛮扩张阶段，漠视
消费者权益，不仅因为人权观
念刚刚萌芽，更在于消费者根
本没有表达的机会。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物
质的日益丰富，竞争的频繁，让
消费逐渐掌握了主动，消费者
权益开始真正受到重视。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
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
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
能促进消费者利益时，才应加
以注意。”这一转变，意味着人
类关于质量安全的概念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生产、制造、服务等都离不开
消费者权益，生产者应从给予转变为满足。

但是， 从理论走进现实的道路并不平坦。

那个年代，消费者如果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受到
损害，通常只能根据合同法去寻求法律救济。

合同法的前提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
系， 但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并没
有建立直接的合同关系， 产品往往要经过多
个环节才能来到消费者手中。根据合同法提起
诉讼，消费者只能起诉与之有合同法律关系的
销售商。

“无合同无责任”的原则，让消费者深受其
害。1842年， 驿站马车夫温特博特姆在运送邮
件途中， 因车轮突然毁坏而重重地摔下马车、

遭受重伤。温特博特姆将马车制造商赖特告上
法庭，但赖特以“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为由进行抗辩。结果，法院接受了被告的意见，

判决被告不需承担赔偿责任。

面对越来越多的纠纷， 英美等国政府开
始重新审视自身职责。1860年 7月，英国颁布
近代以来 “第一部试图管理所有食品的单一
立法”，这部法律确立了“保护消费者免遭钱
财损失和身体伤害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的思
想。1913 年， 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德罗·威尔
逊宣布：“法律的第一个义务就是确保其服务
的社会健康， 卫生法和纯净食品法是商业正
义和法律效率的固有部分。”次年，美国通过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设立世界上第一个保
护消费者权益的政府机构———美国联邦贸易
委员会。

20世纪初，美国消费者麦克佛逊诉别克汽
车公司、英国消费者多诺霍诉啤酒制造商史蒂
文森案等一些经典审判，最终开始打破了“无
合同无责任”的规则。

1944年的一天，餐馆女服务员埃斯克拉将
可口可乐放进冰箱时，悲剧突然发生了———其
中一瓶饮料发生爆炸， 埃斯克拉受了严重伤
害。随后，她将可口可乐公司告上法院，但她拿
不出任何证据， 相反后者提供了瓶子制造、检
验及装气的适当性证明。不过，加利福尼亚最
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当制造商将其产品投放市
场时， 明知其产品将不经检验就会被使用，如
果这种产品致人伤害，那么制造商就应承担赔
偿责任。

之后，美国法院在各种判决中进一步扩大
相关解释：责任人不仅限于制造商，设计人因
疏忽造成损害也要承担责任。“过失责任原则”

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无合同无责任”。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
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
1905年废除，共实行 1300年。其中，宋朝的
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

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
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
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
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
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唐朝“行卷”和“公荐”

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
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 不仅考生的家庭出
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
要， 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 “行卷”和
“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
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
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未曾参加科举， 但他早就声名远
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
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
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
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
也因此获得科名。 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
的路子。

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
子弟则有点不公平。 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

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
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
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

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
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
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
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
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
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

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
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
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
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
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
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

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
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
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
帝， 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
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
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
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
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
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
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

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
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
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
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
身和门第限制， 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
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
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通
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
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
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
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
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
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
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
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
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
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 抄录一
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
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
（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
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
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
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
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
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
后。两宋享国 320年，共开科 118榜，取士人
数超过 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 10倍
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 61000人，平均每
年大约录取 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
不及宋代。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
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
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
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
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
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
官， 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
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
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
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乞丐孤儿和书童
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
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
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
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
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
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
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
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
概是早年穷怕了， 他做官后依旧办事勤勉、厉
行节约。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
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
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

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
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
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

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
世，更难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
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竟然晚上在地
上放置一个瓷瓶并灌满水， 把脚搭在上面，以
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

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
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
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
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
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
天， 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 而且经常连粥都匮
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另一个是欧阳修， 系家中独子。4 岁丧父
后， 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
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
的大家闺秀， 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
写字。欧阳修 17 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

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
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5年后，

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不改习时文。后来，终于
举进士甲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

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
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
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
名次还在曾巩之上。 这是 “取士不问家世”和
“寒门出贵子”的佳话。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
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
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

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
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
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
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
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

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 830 名进士
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 71%，小
姓为 13.1%，寒素子弟仅占 15.9%。可见，唐代
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
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 1533人中，布衣
（平民）入仕者占比 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
自布衣者约占 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

至北宋末已达 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
有 23人任相，在唐代 369个宰相中占比 1/15；

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 53.3%，超过一
半， 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
而建立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
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
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

仁宗嘉祐二年， 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
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
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
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
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
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
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
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
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
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
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
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

该榜共录取 388人， 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
者 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
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
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
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
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
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
人的人生理想。

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
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
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
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

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
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

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
熹， 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
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
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
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
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
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
科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
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
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
凛然就义，年仅 47 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

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
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
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
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
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
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 42岁。

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
报宋朝。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
局限， 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
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
大量优秀人才。 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

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
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
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

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
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
于近代早期。

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
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
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史海
回眸

5月 14日 星期二

东方卫视
19:33 连续剧:七日生(20、21)
21:30 忘不了餐厅(3)
22:30 今晚 60分
23:32 东方综艺大赏

新闻综合频道
19:15 连续剧:火神(42、43)
21:00 案件聚焦:危险邻居
22:35 连续剧:麻雀(27、28)

电视剧频道
13:07 连续剧:面具(8-14)
18:57 43集连续剧: 我们的爱

（1-3）
21:03 连续剧： 我和我的儿女

们(38-40)
五星体育

16:25 2018-2019NBA季后赛
17:35 2019中超赛事集锦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30 2019ONE 冠军赛泰国

曼谷站
21:05 英超世界
21:30 体育夜线

央视一套
16:35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永远的战友(26、

27)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8:32 群英汇
19:30 向幸福出发
20:56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央视五套
15:05 健身动起来
15:10 2019ATP1000男子网球

大师赛马德里站决赛
16:33 2018-2019 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总决赛（1）
19:40 足球之夜-女足世界杯

节目-繁花
21:30 体育世界
22:15 直播：2019 瑞士女排精

英赛 A组（德国-中国）
央视六套

10:34 故事片:我为太极狂
12:29 故事片:合约男女
14:15 译制片:女巫斗恶龙（丹

麦）
16:06 故事片:超强台风
18:20 故事片:奇葩朵朵
20:15 故事片:我知女人心
22:29 译制片: 我童年的天空

（哈萨克斯坦）
央视十一套

11:26 影视剧场 : 娘亲舅大
（18-20）

14:03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08 豫剧电影：草根秀才
17:52 过把瘾：锡剧进校园(6)
19:30 青春戏苑:戏韵芬芳(16)
20:34 角儿来了:张克(下)
21:47 影视剧场:娘亲舅大(46-

48)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副局级退休干部，我驻
美国休斯敦原总领事祝秋生同志，因
病于 2019 年 5 月 8 日 6 时 26 分在
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 86岁。
根据祝秋生同志生前意愿，丧事

从简，其告别仪式由家属在上海益善
殡仪馆举行。

特此讣告。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2019年 5月 14日

遗 失
▲罗惠明遗失人民警察证,警

号 0462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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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ENOS AIRES,ETD:2019/3/1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