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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各地高考成绩
陆续公布。在所有的科目中，
语文的社会关注度往往比较
高，特别是满分作文，更是坊
间议论的焦点。笔者记得上高
中时，每年的高考满分作文，
老师都会将其集中成册，让我
们仔细阅读，认真学习。揆诸
历史，人们对优秀应试文章的
推崇早已有之。古代就有人把
每年中举的人写出来的文章
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供其他
应试举子瞻仰、学习。而在这
些文章中，最受考生们重视
的，当数状元的文章。

虽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
中，并不使用分数对文章进行
评价，但也是分等级的。状元
乃“第一甲第一名”，其文章完
全可以视作科举制度下的“满
分作文”。但由于“状元卷”一
直是作为重要档案收藏在宫
廷之中，即使状元本人，也不
能轻易看到。任何人私自携带
出宫廷，都会遭灭门之灾。故
而，状元卷在民间并不常见，
因此显得无比珍贵。

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便有
这样一张状元卷。它的作者叫
做赵秉忠，是万历年间的状
元。而这份状元卷也是现存唯
一的明朝状元卷真迹。

赵秉忠(1573-1626年)，字
季卿，号琪阳，出生在青州郑
母村的一个官宦世家。受到家
庭影响，赵秉忠从小便勤奋好
学，熟读经史子集，才华横溢。
明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五岁的
赵秉忠参加了殿试，被明神宗
朱翊钧钦定为“第一甲第一
名”。

赵秉忠的这份状元卷为
23折册页，共2460字。从书法上
来看，赵秉忠为楷书大家,运笔
中规中矩,笔力刚劲；从文风来
看，赵秉忠文章行云流水，恣
意纵横，很难想象这是在考场
中限制时间之作。

赵秉忠应答的题目是《问
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要求
答卷人站在帝王立场上回答
如何执政和用什么样的思想
指导执政的问题。他的答卷是
标准的八股文文体。在破题
中，开门见山地回答，君主执
掌国家政权，要把国家治理得
和谐兴旺，就必须有实政和实
心。接着，他从治国办法和治
国思想入题，认真总结历代帝
王治国的经验教训，并针砭时
弊，提出了治国安邦的十条建
议。他一反“草民”“贱民”之
说，明确提出了“天民”的观
点，将皇帝君主与平民百姓置
于上天面前的平等地位。纵览
整篇文章，可谓立意高远，这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难能
可贵的。他用实政和实心的论
述回答了皇帝的策问，使皇帝
龙颜大悦，朱笔钦定“第一甲
第一名”，即状元。

正如前文所说，状元卷是
被严格保存的，那赵秉忠这份
试卷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
有人猜测,是赵秉忠告老还乡
时,偷偷从礼部拿出来的。因为
状元卷由礼部管理，所以作为
礼部尚书的赵秉忠“近水楼台
先得月”,毕竟这是光宗耀祖的
明证。也有人认为是为了避免
魏忠贤的陷害,赵秉忠才从大
内偷出了自己的状元卷。但历
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估计只有
赵秉忠本人知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价值
珍贵，这份试卷曾在1991年8月
被窃。作案的人是该馆保安林
春涛，他偷出了状元卷,欲以
150万元天价出售。公安人员
奋战8天9夜破获该案，状元卷
完璧归赵 ,盗卷者林春涛于
1991年12月被山东省潍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
判，在1992年6月被执行死刑。
状元卷失而复得后，就深藏不
露，如今展出的是复制品。这
份状元卷先后在哈尔滨、沈
阳、大连、太原等多个城市展
出，引起轰动。

相对于明朝，清朝保存下
来的“满分作文”多一些。

先说一下韩菼，他先世是
凤阳人(今属安徽)，后迁于长
洲(今苏州)，乃书香门第。韩菼
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通过科
举入仕，做过地方官或京官。
生长在这样家庭中的韩菼好
学上进，擅长诗词古文，康熙
十一年(1672)八月，韩菼考中
顺天乡试，成为一名举人，翌
年二月，韩菼参加礼部会试，
夺得第一名会元。

这年会试题目的材料就
来自《论语》：“子谓颜渊曰，用
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
有是夫。”翻译过来，就是孔子
对颜回说，用我呢，我就去做，
不用我呢，我就藏起来，只有
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就是根
据这样几句话，韩菼凭着自己
的才学，极力进行想象、发挥，
写出了一篇状元文章。

韩菼在时务策策文中指
斥“三藩”拥兵自重，图谋不
轨，应尽快撤销。殿试结束，担
任评卷的“读卷大臣”把前十
名的卷子送呈康熙。康熙正在
筹划撤藩，韩菼的对策正中他
下怀，遂在韩菼卷的卷首殊书

“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字。
再说说骆成骧，他是资州

(今四川资中县)人，生于1865
年。据说，骆成骧九岁时便就
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十七岁参
加州试，以岁试第一调成都尊
经书院深造。1893年，骆成骧
以第三名中举人。次年，入京
参加会试失败。第三年，他在
京参加会试成功，接着参加殿
试。光绪皇帝策问，骆成骧在
其长篇策对中，论证答问详
细。

根据史书记载，在殿试
中，光绪皇帝给出的题目是

“兵以威天下，亦以安天下，然
非勤加训练，则无以制胜”后，
骆成骧随即在卷中指出，晚清
军事衰弱的根源在于“上下以
虚文相应”，“将帅奉行之不
力，而非法之不善”。对此难
题，他提出的对策是恳请皇帝

“亲临大阅，取其不力者正以
军法”，严格赏罚，以儆效尤。
此外，他还提出了整军练兵、
惩治贪官、厉行节俭、兴修水
利等项“自强之计”。阅卷后，
副考官、侍郎李若农等将其放
在推荐名单的第一位报给光
绪帝，而正考官、尚书徐桐则
提出排在第三。最终，光绪帝
采纳了李若农的意见，将骆成
骧选为了状元。

比韩菼幸运的是，骆成骧
的试卷保留了下来，现藏在重
庆图书馆中。同样保留下来的
试卷，还有黄思永的状元卷。

黄思永，字慎之，号亦瓢。
本籍安徽徽州，寄籍江宁(今
南京)。光绪六年庚辰科状元。
他的“状元卷”现存在休宁县
的“中国状元博物馆”中，长1
米，宽20厘米，宣纸托裱，折页
形式，毛笔书写，封面上有“清
黄思永状元卷”题签及收藏家
程道德先生的“古癖斋主”四
字篆印，首页有“光绪六年庚
辰科第一甲第一名”“黄思永
殿试对策卷”等文字及程道德
的收藏专用章。而这份状元
卷，除了文章构思比较巧妙之
外，书法也值得称颂。

回顾明清时期的“高考满
分作文”，一字一句中蕴含着
作者的才华和思想，这些优点
也是值得学习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近日，106岁作家马识途出
版长篇小说《夜谭续记》，并通过
概述自我生平的五首传统诗表
达搁笔之意。马识途以百年人生
的丰富经历为底色，奋起创作，
于104岁身患肺癌时写成《夜谭
续记》。《夜谭十记》《夜谭续记》
两部小说相隔近40年，是马识途
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人生百
年，跨越山海，长达80多年的写
作，并不多见，“职业革命家，而
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的马识途
做到了。

作为1983年出版的《夜谭十
记》的续作，《夜谭续记》仍援原
例：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
事。内容为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
之暇，相聚蜗居，饮茶闲谈，摆龙
门阵，以消永夜，仍以四川人特
有之方言土语，幽默诙谐之谈
风，闲话四川之俚俗民风、千奇
百怪之逸闻趣事。马识途为何能
搜罗如此多的逸闻趣事呢？他在
新作后记中说，自己长期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曾经以各种身份为
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
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
异事。两部小说就是他在多年革
命工作中脑子储存的千奇百怪
的故事。

马识途出生于四川一个书
香之家，本名马千木，马识途是
他走上革命道路、入党之时所取
的名字，意为自己找到了可为之
奋斗一生的革命道路。从马识途
前半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
位经历过九死一生、曲折离奇、
轰轰烈烈中国革命斗争风云的
革命家，而创作在他生活中是从
属的、业余地位。马识途
本人也说“自己是一个
职业革命家，而非一般
意义上的作家”。

1931年16岁的马识
途初中毕业，告别家人，
去北平求学，“九一八事
变”之后平津危急，马识
途逃难上海，一边上学
一边参加抗战，于1935
年在叶圣陶创办的《中
学生》杂志发表处女作

《万县》，这是他文学创
作的开端。

与兄长主张军事
救国、参考黄埔军校不同，马识途信奉实业救国，
于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但时局动
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抗日救国上。“七七事变”
摧毁了马识途实业救国的想法，他投入抗战革命
中，参加党领导的青年秘密组织，并到鄂豫皖苏
区党训班受训，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40年，
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妻子和刚
满月的女儿被捕入狱。为了避免身份暴露，马识
途奉命转移至昆明，考上西南联大，在外语系、中
文系读书四年，与汪曾祺等作家是同学。但马识
途读书只是一种掩护，他的主要任务是领导该校
革命地下活动。

马识途在湖北、四川、云南等地从事党的地
下活动斗争多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在经济建设
领导岗位上工作，真正开始安心写作并大量出版
作品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因在西南联大期间师从沈从文、朱自清、闻
一多等文化名流，在他们的熏染下，马识途成了

一个写作能力出众的人。他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清江
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
军》等颇受读者欢迎，他意识到把
自己亲身经历的斗争生活写出来，
时代依然需要。而新时期以来马识
途又陆续创作出《夜谭十记》《三战
华园》《巴蜀女杰》《京华夜谭》《秋
香外传》等作品，写出了很多英雄
故事，再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下
党艰辛的生活。

马识途最重要的作品《夜谭十
记》，曾因著名导演姜文将其中一
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而
在2010年迎来一波阅读热潮。年轻
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一个神奇的世
界。《夜谭十记》中，马识途以旧中
国官场里的十位穷科员为主人公，
通过十人轮流讲故事的独特叙述
方式，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社会百态：老实会计为“五斗
米”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梁山
伯与祝英台”重现世间，母女相见
不相识；官商一体，杀人夺命只为
牟取暴利；挣扎在苦难生活中的人
们期盼遇到一位似罗宾汉一样的
侠士，带领他们冲破黑暗的束
缚……官场中耸人听闻的奇人诡
事，江湖草莽的怪异传闻，让闻者
瞠目结舌。在作者辛辣彻骨的黑色
幽默中，民国年间川东地区的世相
百态一览无遗。

除了小说，马识途到了老年依
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创作了散
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游记、文
学评论等多种文学题材大批作品，
留下了重要的文字资料。马识途成
为与巴金、沙汀、艾芜等同样重要
的巴蜀作家。

马识途人老心不老，不仅在90
多岁高龄参加《让子弹飞》的发布
会，还对文学生态、新鲜事物保持

关注。李冰在《马识途的
文学情怀》一文曾说，马
识途在近百岁高龄时，对
网络文学很关心、很支
持，他读过《明朝那些事
儿》，认为不错，他看过电
视剧《甄嬛传》，认为也不
错。马识途认为，一些网
络作家很有才华，但路子
要走正，过去文学太多为
政治服务，这个路子有问
题；现在文学太多服务于
金钱，这个路子同样有问
题。该文还透露，马识途
对新事物充满热情和兴

趣，一点也不保守、不落后，70岁后他开始学习操
作电脑，用电脑打字录入，成为中国作家中年龄
最长的“换笔人”。其30万字的电视剧本《没有硝
烟的战线》，就是他自己用电脑打字完成的。

《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识途说写这部小说时
癌魔第二次入侵身体，而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
故事激励了他：“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
当年我作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一个人只要
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
危险和痛苦。”就在马识途完成初稿之际，保健医
生告诉他，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他肺上那个
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
了，他笑称“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吗？”
在那封深情的“封笔告白”中，马识途附诗五

首，其中一首《自述》中他写道：“生年不意百逾
六，回首风云究何如。壮岁曾磨三尺剑，老来苦恋
半楼书。文缘未了情无已，尽瘁终身心似初。无悔
无愧犹自在，我行我素幸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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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巴金回四川时在成都李劼人故

居合影(右一为马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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