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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在賦稅、勞役等的豁免權；並且，在地方事務

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和名聲，這都給兩宋士人及其

家族帶來極大的榮耀感。

科舉的普及，讓大批

寒門子弟得以躋身顯貴，

同時，也讓「農、工、商」各

業百姓向士階層流動。在

南宋高官學者群體中，不

乏出身低微者，如朱熹

「生長田間，頗諳鄙事」。
[2]宋末學者黃震，自述「曾

親種田」。 [3]延宕千年的

漢唐高門大姓，到了宋代

則完全被新興的科舉家族

取代。據相關學者研究統

計：仁宗朝十三榜狀元，

有十二名出身於平民家

庭。[4]這說明，中下層士人佔重要比重。科舉制的

完善，吸引了大量青年才俊走上讀書仕進的道路；

另一方面，職位的更新速度往往跟不上行政人才

的增長速度，衍生出眾多社會難題。

兩宋時期，與社會發展和承接力相比，士人數

量呈現出非理性增長。梁庚堯曾以南宋時期蘇州、

福州、潮州三州士人數量為例，說明從高宗、孝宗

到理宗朝，與日益衰敝的國家政治經濟狀況不相

對應的是，參加科考的士子人數一直呈幾何級數

增長。[5]《宋史》這樣描繪紹定年間（1228-1233）

科舉盛況，當時場屋士子雲集，「卷軸如山，有司

不能遍睹」。[6]《宋季三朝政要》有一段寶祐元年

(1253)四月的慘劇：「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蹂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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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後期，國勢日危，固有的一些社會問

題，如「三冗」以及強鄰騷擾等愈益嚴重，呈爆發

之勢；原本運作良好的科

舉制度、文官制度、宰相

制度等，也呈現出重重弊

端。[1]在各種危機壓力之

下，科舉士人呈現出變

異，分化出介於仕、隱之

間的江湖文人群體。描述

這一文人群體的時代命

運、生存情態與心理狀

況，不僅是宋代科舉制度

研究應有的內容，也是全

面把握宋代士人群體的

重要切入點。茲撰此文，

敬祈教正。

一、科舉危機及其

對人心、士風的扭曲

1.科舉危機呈顯
北宋以來，科舉制度趨於完善。各種制度，諸

如彌封、謄錄、鎖院、別頭試等，保證科舉更加科

學、公平。科舉士子們，無論貴賤、年齡和地域，只

要安心閉門攻讀，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以博取功

名，晉身於官僚統治階層。並且，宋代科舉取士人

數較之隋唐，大幅度增加。並且，因為統治階層的

大力提倡和「宰相需用讀書人」的承諾，都給予讀

書應舉士人莫大的期望。「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正是真實刻畫當時崇文的士風，社會中往往有

應考至四五十歲仍不甘休者。宋代的生員與官員

摘 要：宋代科舉制度，一直以來受到學術界的
正面評價，但也存在諸多危機。基於科舉弊端叢

生和時人的務實考量，我們從袁采、陸游等人的

家訓、詩文集中，可以窺見當時士大夫之家對科

舉的態度，透露出士子們或坦然、或憂慮的心態。

特別是南宋中後期士子職業分化嚴重，形成基礎

廣泛的介於「仕」與「隱」之間的江湖文人群體，

他們或沉跡於幕僚，或舌耕養生，或遊走於世

外，等等。這既是當時各種危機壓力之下，士人變

異與分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唐宋轉型時期士人心

態複雜化的典型呈現。

關鍵詞：南宋中後期；家訓；科舉危機；士人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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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者眾。」[7]科舉人數之多、秩序之亂，甚而冒著

性命的危險。

士人人數的非理性增長，眾多士人參舉，錄取

人數卻變化不大，使的競爭白熱化、科場積弊重

重。《宋史‧選舉志》記南宋理宗時期的科舉之弊：

首先是科舉命題「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

策用事訛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其次，人才

選拔上「或見遺」、或所取之士不精，導致「不學之

流，往往中第」；最終在當時社會上存在「傳義、換

卷、易號、卷子出外、謄錄滅裂」等五類舉人之弊。
[8]到了宋末理宗、度宗二朝，各種科舉積弊難返。

士人人格極端墮落，奔競、舞弊之風大盛。與此同

時，朝廷對考官約束監督機制失效，在出題、監

考、謄錄、評閱、錄取等每一個環節，都紕漏叢

生。

2.科舉對人心士風的扭曲
科舉發展到南宋中後期，考官和士子都走入

了營私舞弊的怪圈，且手段繁富多樣、防不勝防。

理宗就曾經在講筵時，告誡提領科舉官真德秀科

舉之弊，必須革除「傳義挾書」之類。[9]原本科舉

考試公平錄取的精神，比較徵辟察舉又衍生出一

番不公正，原本錄取人才反而失卻了人才。廣大士

人深受科舉不正之風的危害。劉辰翁在《送人入

燕序》中，回憶遠赴科舉的艱辛歷程，應舉者以

千百計，前後經年，「固有僥倖非常，而流落者尤

不少」，即便如此，士子們仍然趨之若鶩，在愛恨

交加中終其一生。朱熹曾喟嘆科舉對人心、士風的

扭曲：「當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10]

有幸通過科考的士子在面對科舉壅滯的同

時，還要面對同樣壅塞不堪的仕途。南宋初年，此

一矛盾便尖銳地顯現出來。如，紹興四年(1134)中

書舍人趙思誠，對名列選部的孤寒之士有言：「皆

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11]在南宋官

場中，大多數「寒士」往往沉淪下僚，而得不到應有

的遷升，是宋代奔競之風產生的重要現實基礎。

當時，這種虛假的人才過剩的現象的背後：一方面

是大批士子仕進無門，窮苦牢騷滿腹。另一方面則

是朝廷無良才，國計民生凋敝，對外軍事節節落

敗。

除了零星的科舉仕進的幸運兒，那些受科舉

感召、卻在漫長的科舉與仕途中被刷下來的大批

士子，由於無法擠進仕途，則最終融入了江湖之

中。在仕途上無法立足的士子，往往要面對煩瑣

的生計問題，如《癸辛雜識》別集卷上載，襄陽李

夢庚，「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士子「歸而治生」

所要面對的，是家人的生活。南宋時期，士子中極

少部分有豐厚基業，能暢心所欲的生活外，多數士

人恆產不多，一旦仕途希望破滅，便即刻面臨生存

的危機。再加上當時日益衰敝的社會現實，權臣擅

權的政治格局，普遍貧困的經濟狀況，在他們心中

投下揮之不去的陰影，加重他們生活的艱辛。

絕大多數中下層士人，均是苦寒子弟。既無背

景又無經濟基礎，其他經濟來源稀少。如，嘉定

十六年(1223)進士第一的蔣重珍自述其家，其有叔
伯父七人，或夭折或貧苦，其父親不能生存並仕進

科舉，被逼「假館於人」；而且自己十七歲即授徒，

講授小學，可謂是「有襦鶉結忍敝以待束修之

入」。[12]家中沒有田產，也沒有資助，蔣重珍父子

只能依靠教書生活來勉強養生糊口。這種背景下

的苦寒士子，赴舉做官則成為他們改善自身經濟

狀況與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與希望，也成為其家

庭和整個家族的希望所在。然而，每當這一希望破

滅的時候，士子們便會面臨著嚴重的生活危機。

兩宋士人，在科舉之風日炙的情形下，從小受

到的教育就是以讀書中舉為中心，並沒有習得在

社會中治生的手段。他們缺少必要的生產技能，一

旦出仕的目的受挫，將無法自存。而且，受南宋政

治經濟環境影響，一些人無法應付經濟持續蕭條

以及來自官府的侵擾，產業無以自存。與此同時，

士人有一些諸如趕考費、書具筆墨費甚至交結達

官貴人的費用等，不得不應付的支出。這對原本貧

困的家庭來說，它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有的士人不

得不變賣資產或借貸來應付這筆開支。一旦科舉

失利，這筆投資就無法收回，等待士人的，將是更

加貧困的生活境地。

3.士人的無奈
對於前述入不敷出的士人來說，傳統心儀的

科舉濟世這一安身立命方式，一旦出現危機，便

再也無法坦然地安坐山林；對於大多數士人來說，

「非仕則隱」的避世狀態，更是難以企及。在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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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下，面對生活危機，士子們只能投身於江

湖，形成龐大的江湖詩人群體。

我們透過江湖詩人的詩集，科舉、下第的文字

觸目皆是，流露出江湖士人對科舉複雜、矛盾的心

態。江湖士人中有不少常常因為多年困頓場屋、無

法及第，成為場屋老人。南宋《兩宋名賢小集》中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黃文雷《臨行》自述：「身是江

湖老秀才」。[13]胡仲弓。赴試不售，浪跡數年，終蹇

遇合」，[14]其《宮怨》中云：「一言曾忤君王意，閉

在長門十五年。」[15]抒盡心中被科舉拒絕的無盡悲

哀。其弟胡仲參在考試後的《試後書懷》一詩中表

露心跡：「文章與時背，言語對人慚。」[16]以詩歌來

發洩自己空有才能、無法發揮的滿腔憤怒，其本人

的歸隱，其實正是時代強加給他的逼不得已罷

了。

有些士人因為反覆多年勉強及第，但是卻受

盡了科舉帶來的諸多折磨，所以在中舉之時，卻毫

無欣喜寬慰感，只是科舉壅塞下的受害者。如薛

嵎，中寶祐四年(1256)進士，他此時已經是第三次
參加考試，年近半百，哀歎：「青燈對黃冊，銷盡幾

英雄」。[17]「寸晷場中較尺尋，榮親無路淚盈襟」
[18]等詩，皆是抒發自己十年三次科舉生涯中或哀

怨、或悲憤、或後悔、或失望等種種消沉情緒。

即便如此，南宋後期身處江湖中的士人們，對

科舉也無法決絕，常常愛恨交加。前揭薛嵎儘管

對科舉猶感失望，但在督促晚輩深夜苦讀的時

候，卻又極力勸導他們，要想成為有志氣的男兒，

「慎勿忘科第，務求榮爾親」。[19]在這樣的詩歌之

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科舉社會中一代又一代的

士子前赴後繼的宿命。而張弋送友人赴考詩云：

「今年科詔下，頗亦動山情。」[20]士子們面對科舉

詔下時，難免蠢蠢欲動，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無不

將山林隱逸的生活置於腦後，一心要赴瓊林之

宴。

對南宋士子來說，科舉往往是生命中的唯一

志業。那些主動放棄科舉的人，多是對科舉喪失信

心而最終走向背叛。如戴復古（1167-1248）曾述其
父親戴敏才善作詩，「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

悔」，[21]戴復古一生以詩漫遊於江湖之上，看似與

傳統離心，但是詩歌中卻透露出諸多無奈：「功名

非我有，何處問生涯。」[22]可見，他並非沒有功名

之念，最終將自己置於兩難境地：嚴酷的現實，使

自己認識到在當時社會環境和制度中，難以獲得

功名；與此同時，被逼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當時社

會環境和制度當中，無法正常取得功名、背離仕

途，而倍覺前途迷茫。

二、宋代《家訓》、詩文中士人階

層的分流

大批南宋中後期的士子因為科舉失利、家貧

無以自存，而被拋入仕、隱兩不類的江湖，自謀生

路。士人在走向其他謀生道路的時候，首先要做的

是轉變自己的觀念。「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

也」 [23]的《袁氏世範》，由袁采撰成於淳熙五年

(1178)，該書分《睦親》《處己》《治家》等三卷，內
容涉及教導子弟倫常、世故人情。試引兩段文字：

其一是《卷上‧睦親》：「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

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饑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為

非」。其二《卷中‧處己》：「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

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資，莫如

為儒」。第一段強調子弟需有業，貧寒者得溫飽，

富貴者不為非。第二段則指出，士大夫子弟擇業的

範圍，習進士業走科舉途是最佳的，卻不是唯一

的。袁采將職業擴大到了農、工、商各行業，包括

醫、卜、星相、農圃、商賈、技術等，這些可以養生

但不辱先人的職業，與《顏氏家訓》中訓誡顏氏子

弟「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專事仕宦，已經大不

相同。

《袁氏世範》中包含南宋中期事功學派的思

想，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業」在當時

社會中尤具重要性，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士人子弟

「本業」難求。在南宋中期，士人子弟向農、工、商

分流，說明了士人階層擇業視野的放寬，也是當時

社會現實衝擊的必然結果。劉鎮曾為《袁氏世範》

一書作序贊：「習而行之，誠可以為孝悌、為忠恕、

為善良」，可以造就一批「君子之行」的士，所以極

力推廣此書，以「垂諸後世」。[24]《袁氏世範》中的

思想，是由社會現實中產生，當時被廣泛認可。

再看，比《袁氏世範》成書時間稍晚的《放翁

家訓》，陸游在書中諄諄教導子弟，基於天分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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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然不可不使讀書」，努力做到在仕與農之間

切換，切不可「逼於衣食，為市井小人」。其中，陸

游和袁采一樣，均強調讀書的重要性。二者之間不

同的是，陸游認為，除了出仕之外，士人就只剩下

教書與務農兩種職業，而袁采贊同的醫、卜、星相、

商賈、技術等行業，在陸游眼中，袁采所述則是市

井小人之事。《放翁家訓》正是古代中國「耕讀傳

家」這一綿延不絕的傳統，反映了南宋中後期士人

分化過程中，變化與固守並存、發展與滯步同在的

局面，也生動詮釋了南宋士人艱難的轉型歷程。

在袁采和陸游的子孫告誡中，均不約而同地

提到子孫後代如若學業無成，其就業去向的問題。

這在當時社會中，具有其現實的必然性：其一，仕

途壅塞、科舉艱難，在科舉制之下，每個科舉家庭

往往都會出現士子無法走上仕途的情況。其二，逼

於生活壓力，士人有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現象，甚

至很多工作是被傳統的士階層所鄙棄的。作為關

心家族利益、前途以及地方風化的士大夫代表，他

們有必要為子孫後代指明生活道路，不過其內心

或坦然、或憂慮而已。儘管存在著觀念上的保守

與開放，但在事實上，士子流向其他行業的現象一

直存在著。隨著南宋中後期時局的進一步惡化，士

人階層自身的分化更加普遍。詳細說來，南宋中後

期的士人們職業分化有以下數端：[25]

1.清客、幕僚
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閒人》曰：「以

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又訓導蒙童子弟者謂

之館客」。吳自牧書中所列舉的閒人當中，除了家

庭教師館客之外，其他還包括幕僚、食客等等，這

些人從事著講古論今、圍棋撫琴、投壺打馬、吟詩

和曲、撒竹寫蘭等行當，均擁有知音識律等文化藝

術修養，皆為士子出身。

2.收徒授學、代人書簡、賣文賣字
南宋崇學風氣與私學的發展，為社會中下層

士人提供了廣泛的生存空間。收徒授學，向來是落

第士人的傳統職業，也最容易為士人所接受的方

式。南宋中後期，依靠束修維持自己生存的落第士

人不少。如黃震曾自述，在年輕的時候窮困潦倒，

靠教書得以糊口，「晚年偶竊一官」。[26]江湖詩人

許裴《孫祺卿新居》曰：「幾年銖累束脩錢，才向湖

邊置一廛」。詩歌中可以知曉，孫祺卿靠授徒收取

學費，建一新屋，可以發現士子這一授徒講學生存

方式多麼不易。魏了翁在《宣義郎致仕牟君墓誌

銘》載，牟子才的父親牟錫桂，未仕前「貧不能自

振，為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在士人生活來源

方式中，與「束脩」相類，潤筆也是一種。為人代

筆、替人書畫，似乎成為上至士大夫、下至一般士

人的專利。陸游就曾於《排悶》中感歎「尊空問字

酒，囊罄作碑錢」，劉克莊也曾替別人撰寫行狀收

受潤筆。[27]眾多沒有陸游、劉克莊那般名聲的中下

層士人，他們往往流落到賣詩賣文的地步，成為

「賣文場屋」的老儒。

3.醫、卜、商、陰陽地理、獄訟、各色技藝人等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是傳統士人的價值追

求。謝枋得《贈儒醫陳西岩》勸導友人「莫把眼前

窮達論，要知良相即良醫」，可見當時儒醫不少。

朱熹弟子陳淳也說，當時社會中普遍存在一群「健

訟」之人，這些出身於貢士、國學生、困於場屋者等

的士人，四處包攬各類官司，他們「長於詞理」「專

教人詞訟」，以為生計。[28]《武林舊事》卷六「演

史」條中，專門記述諸色技藝人，有「喬萬卷、許貢

士、陳進士、陳三官人、林宣教、戴書生、張小娘

子、李黑子」等等諸色人等。因為講史，需要豐富

歷史知識和較強的文字組織能力，非一般人所能

勝任，士人也往往以之來謀生。

不少士人，轉為陰陽家。如，李景雷年少時勤

苦向學，知曉地理奧僻之書，後來「以一技自名，其

志將以求食」。[29]另有士人專門從事造墨業，如江

湖詩人張煒《柯山制墨胡處士求隸字》記「袖攜一

紙故友書，來求古隸銘墨模」。有不少士人轉而從

事商業，《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選舉志》載，蜀士

到杭應廷試，「多引商貨」以嗜利，常常導致考試

遲到，足見當時蜀地士人重商風氣頗為興盛。

4.逃於方外
宋代儒、釋、道合流，在思想行為上有共通之

處，釋與道還擁有經濟上的便利，從現存史料來

看，南宋後期士子場屋不利時頗有一些由儒入釋入

道者。釋道璨記瑩玉澗，早年為諸學生，數次赴場

屋應舉不利，於是「以緇易儒」。[30]江湖詩人万俟

紹《送觀書記住山》云其由儒而入釋，「枝藤所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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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清幽」。詩僧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跋》自述：

「況予由儒入釋也，非為釋而盜儒也」。葛起耕

《贈烏龍山圓上人》云對方：「笑把儒冠換墨衣。」

詩人李葬《寄從弟道士惟中》云：「汝昔已工敲月

句，而今惟使醮星錢」，對從弟由儒入道頗感失

落。

上述對南宋中後期失意士人的職業去向的歸

類與描述，不是非常準確全面，但是可以窺見當時

士人分化現象的普遍化。士人從事仕宦以外的其

他職業早已有之，然而在南宋中後期，則是一種普

遍現象。宋末詩人鄭思肖（1241—1318）有言：「南
人狡，北人貪，南人今無聊賴，賣智活家。」[31]描述

的正是在各種生活壓力之下，士人群體依靠自己

的知識能力，通過各種手段來謀生。他們逐漸成

為主流傳統士大夫社會的邊緣群體，成為後世各

行業的先驅。

南宋中後期，隨著處於邊緣地位士人的漸次

增多，獨立於傳統仕宦道路之外的階層逐步壯大、

蔚然成風。在此背景下，江湖文人及作品集的出

現，也正直接反映了這股潮流。「江湖」一詞，準確

定位了他們這種生活狀態。

為深入瞭解當時這一士人群體的心態與生

活，我們選取南宋後期的一個實例來加以分析。王

邁《莆陽方梅叔墓誌銘》記方梅叔，[32]刻畫了南宋

中後期一個從事「第三產業」士人的形象。他自小

讀書學舉業文章，富有志向、才華橫溢，遺憾的

是，無法見用於當世，成為百里宰、千里牧一樣的

官員；一生之中，所依靠者是人所不屑的「外學」、

「小技」，得以四方遊食。就其本人來說，收入主

要來源於受教學生們的束脩、達官貴人的饋贈；其

晚年生活較為寬裕富足。銘文末尾，方梅叔對兒子

予如下幾點叮嚀：其一，出身清寒的他，原本「無

半寂之疇，無卓錐之地」，如果現實中不能走科舉

之途，就必須轉換觀念，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謀生自

足。其二，苦讀科舉卻不得志並見用於當世，歸結

於「命」，此為窮途末世中的士人，對社會現實的

體認，雖然無可奈何，但也是對命運的默默接受。

其三，通過自己的努力，雖然置有田產，生活富裕，

然而在內心深處仍然對揚名立功為正途，因此誡

勉家族子弟能夠秉承他讀書用世的志向。

可見，南宋後期從科舉求仕分化而來的江湖

士人群體的心理特徵。他們逼於現實，不得不被逼

從事社會中的各種工作，因而江湖士人的心態常

常處於彷徨糾結中。一旦他們在現實社會中能夠

側身於「仕」、「隱」兩端，他們往往會放棄這種謀

生於江湖的生活狀態，這也是轉型中士人的普遍

心理特徵。

三、唐宋轉型中江湖士人的心態

南宋中後期，是唐宋變革[33]的最後歷史時期，

滙聚了唐宋以來社會變革的所有特徵。與北宋甚

至南宋前期相比，江湖士人的出現與存在，是南宋

中後期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如果將之放入唐宋

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考察，抑或將之放入中國古

老的士階層向現代知識份子轉變歷程中，能給我

們提供一個全新的觀察視角。唐宋社會轉型帶來

了這一歷史時期社會各個領域的變化。其中，最為

深刻的便是人心的變化。對社會變化最敏感、受社

會的變化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士人階層。士人心

態的變化，也是社會變化的重要表現與結果。

中國古代士人，向來最為關注國事，以積極投

身社會為己任，他們渴望能夠切實參與到國家管

理實踐當中；甚而敢於打破原有的制度和框架，進

而成為社會變革的宣導者和實踐者，前引著國家

的變革，並朝著他們理想的狀態發展。從此一方面

說，美國學者包弼德從「士之轉型」[34]來探討唐宋

思想轉型的問題，是頗有洞見的。

前揭江湖士人群體的出現，和唐宋時期社會

制度的轉變緊密關聯。科舉制最為直接的結果，

便是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的衰落，與兩宋文官士大

夫政治的形成。科舉制度作為一項制度，是中國古

代知識份子實現階層流動重要的里程碑；與此同

時，也帶來科舉士人數量的大量增加，士人群體

生命的固化，該群體對中央專制皇權的依附性更

加強烈。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士人社會逐漸形

成。

雖然，科舉制之下，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是

寒士階層的上升、社會各階層流動性的增強，這些

都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社會的轉型，在

給社會上多數人帶來希望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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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作為官僚後備隊伍出現的士人，孜孜以求於通

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踏入仕途。然而，現有官僚

體系根本無法接納和消化如此眾多的士人。傳統

的「學而優則仕」的士人仕進目標必須發生調整和

轉變，社會中眾多士子必須從對入仕的依附性中

分化出來，從傳統出路走上自行謀生的道路。

南宋中後期嚴酷的社會現實，逼迫著眾多場

屋不利的中下層士人做出艱難的抉擇。然而，士人

群體本身也沒有為此做好應有的心理準備；整個

社會並沒能為此做好輿論準備，社會中傳統職業

等級高下的觀點依然存在。江湖士人群體中真正

長期從事前文中所列的清客、陰陽地理、各色技

藝人等職業的是極少一部分，他們的內心仍然無

法完全認同這種人生道路。所以，大多士人則落入

「遊」的狀態，同時他們也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與裝

束向「雅士」、「名士」靠近，企圖彌補其身份與自

身人格的失落。當然，這一普遍存在的遊士群體的

最終目標是「仕」與「隱」。他們遊蕩江湖的目的，

在於一紙敲開權貴大門的介紹信和一份足以衣食

無憂的「買山錢」。然而現實的情形卻是，因為南

宋中後期整個社會形勢的惡化，只有極少數江湖

士人能夠如願，大多數人只能「遊」以終生。

「遊」士們的心態充滿了無奈，人格上也流入

疲軟，並且要忍受著時人苛刻的眼光。但是，在用

知識才智謀生的道路上，江湖士人已經勇敢地踏

出了腳步，儘管很多人不是很情願。他們既要承受

時代衰敝帶來的各種壓力，又要忍受著社會轉型

造成的陣痛。隨著南宋中後期的時代發展，江湖士

人的無奈漸漸成為一種常態，他們經歷的彷徨、痛

苦與失落，是社會變化、觀念轉變的必然，是中國

古代知識份子發展歷程中的必然結果。科舉制度

發展到明代，四庫館臣論明代中後期士人云：「有

明中葉以後，文人墨客，標榜成風。稍能書畫詩文

者，下則廁食客之班，上則飾隱君之號，借士大夫

以為利，士大夫亦藉以為名。」[35]再回首南宋後期

的江湖士人，明末社會也開明瞭許多，士人群體在

職業分化的道路上邁得更遠，因為他們的內心已

經坦然了許多，少去了南宋中後期的失落和痛

苦。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代縣

級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16FZS012）；2016年度《廣
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專項課題「宋元之際

廣州忠義之士群體研究」（2016GZY09）。

[1]有關宋代科舉的研究，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首

先，對科舉積極作用的評價。梁庚堯《中國社會

史》（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214-215頁）
指出，科舉打破門第，入仕途經寬廣，促進了社

會流動，使皇帝權力無形之中大大提高。何忠禮

《貧富無定勢：宋代科舉制度下的社會流動》

（《學術月刊》2012年第1期，第136-143頁）認
為，宋代科舉，不講門第、貧富，只問成績，為

下層平民子弟參加科舉、躋身仕途，打開了大

門。其次，科舉對世人的影響。張邦煒《論北宋

取士不問家世》（《宋代政治文化史論》(人民
出版社，2005年，第389-391頁）結論，取士不
問家世與北宋官僚政治的形成，在社會風俗上，

形成「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人生至

要，無如教子」的局面。陶晉生《北宋士人起家

及其家族之維持》（《興大歷史學刊》1993年第
3期）認為，家族興旺需要子弟進行分工，專事
科舉，並形成了科舉「勢家、聞人、衣冠家、令

族」等。本文則通過時人詩文集另一面相的陳

述，深入探討特定歷史時期科舉制度下遊士群體

的境遇，來活化當時的士人社會。
[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
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四部叢刊初編本，第

813頁。
[3][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七十八《咸淳八年春
勸農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頁。

[4]吳建華：《科舉制下進士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流

動》，載《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一期，第99
頁。

[5]梁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宋代社會經

濟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7年)，
第411頁。

[6][元]脫脫：《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第3686頁。

[7][元]佚名撰，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
證》卷二，寶祐元年四月 (北京：中華書局，
2010年)，第153頁。

[8]同注[6]，第3682頁。
[9][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
《講筵進讀手記》，叢書集成初編本，第310
頁。

[10][宋]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三《學七‧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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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46頁。
[11]同注[6]，卷一五九《選舉五》(北京：中華書
局，1985年)，第3733頁。

[12][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顧
夫人墓志銘》，四部叢刊初編本，第4頁。

[13][宋]陳起：《江湖後集》卷二十一《臨行》，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1頁。

[14][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九十八《竹莊
小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頁。

[15][宋]陳起：《江湖小集》卷十四《宮怨》，文淵
閣四庫全書本，第2頁。

[16]同注[14]，卷二百九十八《試後書懷》，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第1頁。

[17]同注[14]，卷六七《省試舟中》，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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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holars’ Imper ia l 
Examination Crisis and Its Way Ou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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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always been positively evalua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crise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people, we can glimpse 
the attitud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the family training and poetry of 
Yuan Cai and Lu You, and reveal the attitude of the 
scholars or the calm or worried attitude.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the scholars was 
serious, forming a broad-based group of literati between 
the “Shi”(仕) and the “Hidden”（隱）. They were either 
buried in the staff, or cultivated in the tongue, or swam 
away. and many more. This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cholars 
under the various crisis pressures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 typical presentation of the complicated mentality of 
the schola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amily train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crisis, 
scholars’ way 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