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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結〈問進士〉表面上只是一次州府試進士的五道策題，實際上反映的內容卻相當豐

富，蘊涵著作者強烈的現實關懷。首先，元結再授道州刺史時，已經有長期的從政經驗，文

學創作思想也已成熟，這是策題創作的現實基礎。其次，具體策題每一道又基本上可分三部

分：一、是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引出問題；二、是對已有解決辦法的思考，深入問題；三、

提出新問題，要求考生根據策題提供對策或者解答原因。最後，針對「進士」科弊病，試圖

從兩個方面進行引導和改變：一、反對「浮薄」之人，「必取行實」之士；二、反對「淫

靡」之文，主張寫作「務存質樸」。

關鍵詞：元結、時務策、〈問進士〉、現實關懷、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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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問進士〉五道是永泰2（766）年元結（719-772）任道州刺史期間州試進士所作策問。

「試策」無論在常科還是制舉中，皆是最主要試項，就狹義制舉而言，甚至是唯一試項。僅

就進士科而言，其試項「其初止試策」，1接著「試策以外還有『帖讀』、『帖經』和試『雜

文』之類的試項」。2至開元25（737）年，頒布〈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云：「其進士……

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3也即進士科最終確立實行

「帖經」、「雜文」、「策」三場試制度。具體「試策」內容，通常是「時務策五道」，唐

人封演曰：「（進士）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為時務策，一道為方略，一道為征事。」4則

總名為時務策，總名下又分名為時務、方略、征事 三種。《令義解》卷4〈考課令〉「凡進

士，試時務策」下注云：「謂時務者，治國之要務也。」5《令集解》卷22〈考課五〉「進士

條」注引《釋云》：「時務，謂治國要道耳。《呂氏春秋》『一時之務』是。」同條引《古

記》云 ：「時務，謂當時可行時務是非也。」6綜上，「試策」為唐進士科三項試之一，試題

數量通常為五道，內容方面要求考生根據題目闡述治國之要道，「通常是當前緊要的政治事

務，或為建設性的，或為救治性的，或為考評性的，而以救治性時務居多。」7

而在舉人進入中央參加進士考之前，先需要通過縣、州兩次考試，即縣試和府試，合

格的稱為「鄉貢」舉人。縣試一般由縣尉主考，州、府試由本州刺史主持。廣德元（763）

年九月，敕授元結道州刺史。永泰2年，元結奉敕再授道州刺史。《唐會要》云：「道州：

貞觀元年，初置南營州。至八年，改為道州。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併入永州。上元二年十月

十八日又置。」8屬中州，領五縣。但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道州志》卷之六〈兵防〉云：

「（道）州境南通交廣，北控湘衡，實為楚地咽喉。」9元結亦云：「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

1唐•杜佑，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選舉三〉，《通典》（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8），卷15，頁354。
2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頁128。
3北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6），卷

639，頁7391。
4唐•封演、趙貞信（校注），〈貢舉〉，《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卷3，

頁17。
5清原夏野、小野篁等（編），〈考課令〉，《令義解》，收入《國史大系》，第12卷（東京市：經濟

雜誌社，明治33年（1900）），卷4，頁155。
6惟宗直本，清原秀賢（抄），《令集解》（東京市：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慶長2-4（1597-1599））

（另可參見網路版：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8097?tocOpened=1）。
7陳飛，〈唐代進士科「策體」發微─「內容體制」考察〉，《文學評論》，5期（2014），頁187-

197。
8北宋•王溥，〈州縣改置下〉，《唐會要》（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卷71，頁1275。
9清•李鏡蓉修，許清源纂，《道州志》（據清光緒三年（1877）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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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10當時就全國來說，兵戈未息；就道州來說，

面臨西原蠻的威脅。為國家取士，是刺史的職責之一，元結是當時知名文人，在道州也已當

過一任刺史，所以理所當然是主持當年舉進士考的最合適人選。

無論常科還是制舉，所「試策」皆與現實緊密相關，科舉的目的，也是為「選士取

賢」，即培養能夠治國理政的人才而設。「策問」本身也是兼具文學性和現實性的文本創

作。關於「時務策」五道，陳飛〈唐代進士科「策體」發微〉一文認為：「僅從考試取材的

角度看，『體─級』結構可以使試策的內容既主題突出又豐富多樣：總體『時務策五道』保

證其整體上的時務性，其下三道時務策則保證『時務』在分體中的主體地位，商略策和徵事

策則具有補充和調劑的作用。在方式上，（分體）時務策是直面當前緊要現實問題，重在給

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沒有間隔和迂迴；商略策是討論相關問題，重在辨析原因和義理；徵事

策是證明相關問題，重在作出判斷和評價。三者配合，可促使考生既密切關注現實問題，不

至脫離實際、流於空疏，又廣涉文史博物，熟悉前言往行，不至孤陋寡聞、偏廢學業，從而

具備較為全面的綜合素質。」11可以說是對「時務策」與現實聯繫的準確、全面的分析。但

在微觀上以個案為對象探究「時務策」的現實關懷問題，目前似乎尚缺乏相關的研究。元結

的〈問進士〉創作，既與其本人的為政經驗及為文主張有關；又著眼於兵興以來國家亟待解

決的重大實際問題；還顯示出作者對人才培養和文章寫作的引導與指示。在各個方面，皆體

現了作者強烈的現實關懷。以下嘗試論之。

貳、元結從政實踐及文學思想

元結在安史之亂（755～763）開始後第五年，即乾元2（759）年入仕。時官軍、叛軍

戰事膠著，肅宗問天下士，國子司業蘇源明推薦時逃難在南的元結。肅宗召見授官，此後便

連續升遷。元結曾自言：「臣自布衣，未逾數月，官忝風憲，任兼戎旅。」12顏真卿亦云：

「君起家十月，超拜至此，時論榮之。」13相比於在和平時期的默默無聞，似乎恰恰是亂

世，給了元結展示自我的機會，當然，這主要還是源於其自身政治、軍事才能。

以元結道州刺史任為例。廣德元年九月敕授元結道州刺史，十二月於鄂州啟程赴任，廣

（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6），頁463。
10唐•元結、孫望（編校），〈奏免科率等狀〉，《新校元次山集》（臺北市：世界書局，1984），頁

134。
11陳飛，〈唐代進士科「策體」發微─「內容體制」考察〉，《文學評論》，5期（2014），頁187-

197。
12唐•元結，孫望（編校），〈辭監察禦史表〉，《新校元次山集》，頁103。
13唐•顏真卿，〈容州都督兼禦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顏魯公集》，收入《四庫唐人文

集叢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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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2（764）年五月22日始到道州。如此稽留遲延的原因是這段時間道州正在發生戰爭。《道

州志》之〈兵防〉云：「唐寶應癸卯（763年），西原蠻 種落純侯夏永等內寇，陷道州五十

餘日，焚燒殺掠幾盡。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14元結〈謝上表〉亦云：「（到官後）耆

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以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

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 聚，尚未歸降。」15〈舂陵行〉序又云：「道州舊四萬餘戶，經

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

『失其限者罪至貶削。」16則此時剛上任的元結面對的現實是：蠻敵威脅、朝廷徵求、州縣

殘破、人民困苦，作為一州長官，難免感受到多方面的壓力。對此元結大概採取了以下幾種

方法來做亂後恢復工作：

一、加強軍事防禦

西原蠻是嶺南地方豪族勢力，雖然被暫時擊敗，對道州已經造成焚燒殺掠幾盡的破壞，

而且隨時可能捲土重來。元結〈奏免科率等狀〉云：「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

燒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

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饋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

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

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17〈賊退示官吏〉序中又云：「明年，賊又攻永州，破

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18可知西原蠻仍不斷攻掠州

縣，道州也必為被兵之地，但因為元結防禦堅固，道州獲得保全，這也是敵人自退的真實原

因。至於賊「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蓋蒙其傷憐」云云，不過是元結不自矜伐以及欲朝廷

免除「科率」的話術技巧而已。

二、奏免科率

國家戰事未息，州縣殘破，徵斂卻比平時更重。「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

二百餘封。」如果在規定期限足量完成徵斂任務，那麼對剛遭受戰爭損失慘重的百姓來說，

無疑雪上加霜。元結分別於廣德2年、永泰2年兩次上奏狀減免科率，大意是免除此前所欠租

稅，此後租稅則據見在戶徵送，其餘放免。並向朝廷申請「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

14清•李鏡蓉修，許清源纂，《道州志》，頁477。
15唐•元結，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頁123-124。
16同上註，頁34。
17同上註，頁134。
18同上註，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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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免使司隨時加減。」19希望「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20兩次上奏皆得到朝廷同

意，沉重賦稅問題的解決，為戰亂後的休養生息提供了條件，再加上「招輯流亡、率勸貧

弱、……佘種山林」21、「營舍給田」22等措施，結果「二年間，歸者萬餘家。」23成績斐

然。

三、注重教化

為改變道州「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24的風氣，元結採用了重視教育、旌表廉

讓、招引賢士、建祠立廟等教化手段。在第二個3年道州任內，元結有不少登山臨水之作，

但即便在這樣的作品中，也可略見元結對教化的關心。〈游右溪勸學者〉25、〈遊潓泉示泉

上學者〉等詩，是對學子的勸諭和勉勵。永泰2年元結向朝廷舉薦處士張季秀，作〈舉處士

張季秀狀〉，以期達到為「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恥之方」26的目的。永泰2年又

有詩〈招陶別駕家陽華作〉，陶別駕，即陶峴，陶淵明之後，當時高逸之士。同年，元結還

有〈說洄溪招退者〉之作。再加上立舜祠、舜廟等文化場所建設，皆是出於樹立榜樣、推行

教化、變易風俗的考慮。在軍事防禦保證一方安寧的基礎上，物質和精神建設雙管齊下，使

道州的戰後恢復取得較好成績，以至於元結離開道州時，「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

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以美

之。」27 50年後，韋辭撰〈修浯溪記〉尚云：「元公（結）再臨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

封部歌吟，旁浹於永。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欹傾荒

翳，終樵采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28從以上可以看出，元結再任道州刺史時的〈問

進士〉就戰後軍事、食貨、吏道等提問，皆是基於其自身長期、實際的從政經驗。

元結在文學創作理論上，反對當時一些流行的寫作形式和寫作內容，以振興「風雅」為

己任。

19同上註，〈奏免科率等狀〉，頁134。
20同上註，〈奏免科率狀〉，頁125。
21同上註，〈謝上表〉，頁124。
22北宋•歐陽修、宋祁，〈元結傳〉，《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卷143，頁4686。
23唐•顏真卿，〈容州都督兼禦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顏魯公集》，頁36。
24唐•元結，孫望（編校），〈舉處士張季秀狀〉，《新校元次山集》，頁135。
25「右溪」位於道州城西，原為荒蕪之地，經元結開闢後，遂成城市勝境，詳見元結〈右溪記〉。一

般認為，〈右溪記〉乃是山水遊記。但元結〈遊右溪勸學者〉詩云：「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唐•元

結，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頁42），可見此景實為元結同州學學生常常遊賞之地，有推行文化
教育的涵義在內，固非僅為一己之樂。

26唐•元結，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頁135。
27唐•顏真卿，〈容州都督兼禦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顏魯公集》，頁36。
28清•董誥、阮元、徐松等（編），《全唐文》（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717，頁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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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6載（747年）〈二風詩論〉云：

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29

乾元3（760）年〈篋中集序〉云：

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于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

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

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

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30

永泰元（765）年〈劉侍御月夜宴會〉序云：

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

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

乎？31

大曆2（767）年〈文編序〉云：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

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諂邪以取進，奸亂以致身，徑欲填陷阱於方正之路，

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遊於林壑，怏恨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

勸，可安可順。……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參戎旅，苟在冠冕，觸踐危機，以

為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

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

須者歟？32

從入仕前到入仕後，從批評到創作，從詩歌到文章，元結文學理想以「風雅」為核心，是前

後一以貫之的：一、創作形式上反對「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

29唐•元結，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頁10。
30同上註，頁100。
31同上註，頁37。
32同上註，頁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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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反對「煩雜」、「淫靡」的流行創作，批評既有針對歷史的，又有針對現實的。在廓

清文學弊病上，以「風雅」為立場和高度，也以「風雅」作為批判的武器。二、主 張救之以

「雅正」、「風雅」，繼承「風雅」精神，這 是對「風雅」精神的正面提倡。三、在具體寫

作中，所為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其意 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

節分」，恪守以「救時勸俗」的「風雅」精神為寫作最高目的和高終目標。四、採用多種形

式發揚「風雅」精神，既有詩歌和文章不同形式的寫作，不同形式中也包含 種種的 方法，如

文 章寫作中，有「推」、「戒」、「勸」、「誘」等，在創作實踐中視具體的環境使用不同

的方法。五、 有明確的傳承「風雅」 之意識，「為後生之規範」，「規範」應當有文章形式

上的、道德品格上的、文學精神上的，而主要當指文學創作上的「風雅」精神。「風雅」精

神，指《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

度。」33這是中國大陸漢語言文學專業教科書《中國文學史》對「風雅」精神的簡單概括。

揆之以元結的生活態度、道德人格和作品的強烈現實性，可以說是對「風雅」精神理論和實

踐上的全面繼承。以此〈問進士〉的創作，在它是考試文體─策問─這一點來說雖然具

有形式上的獨特性，而在精神實質上，依然是元結「風雅」文學精神的反映。元結文學創作

秉持的「風雅」精神，是〈問進士〉現實性的主要理論來源。

參、〈問進士〉策題設置的行邏輯與現實

鄉貢舉人進入京城後，就要在來年的一、二月參加省試。州府試到省試的中間，又有種

種程式要走，考生不太有精力進一步切磋學問、提高學業，可以說通過地方考試後，緊接著

就是中央考試。也就是說，州府、省試考題可能並無範圍廣狹、程度難易的區別，府試考官

為將來不久的省試選拔考生，為保證考生品質以及競爭力，其府試考題的設置也不能不參考

省試。具體到元結〈問進士〉五道，其對考生「時務」能力的考察，不能局限於道州一州，

甚至不能局限於江南一道（唐江南道轄51州，道州屬江南西道），而要把眼界擴大到全國範

圍，凡屬關乎國家重大時事者，皆可作為出題範圍。在此次「策問」五道的設置中，除最後

一道是考察考生對文史是否博學精通，與現實關係不大外，其餘四道皆是以現實重大問題發

問。「策問」四道雖然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總體行文邏輯上包含以下三項：

一、針砭時弊，引入問題

作為問題的背景，是元結基於親身經歷的觀察。〈問進士〉第一道關注的是藩鎮割據、

尾大不掉的問題：

33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卷1，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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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

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

不滿望。34

唐代平叛安史之亂的戰爭，打得極為艱苦。叛亂平息後，強藩問題開始浮出。多數統蕃漢勁

卒的方面功臣皆在服叛之間，或專制軍事，或在財政、人事上與朝廷討價還價。最突出的便

是河北藩鎮。早在至德2載（757年），唐軍兵、糧充足後，議收復之計。李泌主張先取叛軍

巢穴范陽，使「賊無所歸，根本永絕」，否則「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35而

肅宗主張先取兩京。其後果如李泌所料，史思明憑藉范陽降後再叛。田承嗣、李寶臣、李懷

仙等安史降將，不得不於河北安置，遂形同割據，「時承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

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裡。朝廷專事姑

息，不能復製，雖名藩臣，羈縻而已。」36以此，河北藩鎮已經是事實上的獨立割據。這種

情況，對其它藩鎮來說，也始終是極大的引誘。也以此，解決藩鎮割據是其後唐代政治第一

重大問題。第二道關注的選官問題：

　　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於入廊廟，總

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台隸下品，數月之間，大者上汙卿

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37

職官與選舉、考績緊密相連，杜佑云：「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

乎精選舉。」38唐代選官本來有其行之有效的制度，但當戰亂未息、國家淩夷之際，一方面

又要軍費開支極大，一方面財力極度匱乏。朝廷一方面授予立功人員官職以代物質獎賞，一

方面依靠商人捐輸以增加收入，於是難免出現官職濫授情況，亦是因戰爭而起。至德二載，

《資治通鑑》記載：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

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

34唐•元結，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頁138-139。
35北宋•司馬光（編著），〈唐紀〉三十五，《資治通鑑》（北京市：中華書局，1956），頁7018。
36同上註，〈唐紀〉三十九，《資治通鑑》，頁7175。
37唐•元結，孫望（編校），〈問進士〉，《新校元次山集》，頁139。
38唐•杜佑，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通典》，卷1，頁1。



劉志強 論元結〈問進士〉五道的現實關懷  ◆　9　◆

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

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39

此既指出官職濫授之根源，又對其現象加以描述。由此可見，「名器之濫」的首要原因是以

官爵賞戰功。戰功之外，所謂的「商賈賤類」大概擁有較多蓄積和財富，因此在捐資入仕方

面比較積極和普遍。但問題更嚴重的，卻是出身「台隸下品」而又握有國家實權者。如肅宗

朝權臣李輔國（704-762），《舊唐書•李輔國列傳》載：

李輔國，本名靜忠，閑廄馬家小兒。少為閹，貌陋，粗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年

且四十餘，令掌廄中簿籍。……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

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郕國公，食實封五百戶。……（上元）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余

官如故。……（寶應元年）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40

而李輔國能夠掌權的原因，極為重要的一條是出自皇帝的信任。驕兵悍將的利益往往難以撼

動，因此引起皇帝的猜忌，對策之一是提拔去之輕如一毛的宦官牽制外臣。也就是說，破壞

官制的內部最大因素其實還在皇帝。而李輔國只不過是皇帝手裡的一件工具，沒有李輔國，

也會有其他人。而當國家權力掌握在李輔國等人手裡，又進一步加劇選官制度的破壞。因

此，戰功濫授、商賈入仕以及因關係驟升廊廟，導致「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成為國家

又一嚴重現實問題。第三道關注的是「糧食」問題：

　　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

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

荊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雀鼠猶餓，至於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

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謀？41

戰亂前後的對比，使糧食問題顯得十分突出而鮮明。戰前耕地廣大、耕者盡其力、儲糧豐

富、軍糧開支正常，但遇到荒年，儲糧尚且耗盡。而戰時及戰後百姓漂泊流離、耕地荒蕪、

耕者不盡其力或者不能盡其力、儲糧減少或者耗盡，軍糧開支超常，則糧食問題嚴峻，不問

39北宋•司馬光（編著），〈唐紀〉三十五，《資治通鑑》，頁7023-7024。
40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頁4759-4761。
41唐•元結，孫望（編校），〈問進士〉，《新校元次山集》，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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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史思明再陷洛陽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42《舊唐書•劉晏傳》

云：「時（寶應2（763）年）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官廚無兼時之

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43劉晏與元載書又云：「東都殘毀，百無一存。

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

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戶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淒慘，獸遊

鬼哭。」44永泰元年，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

軸。擁兵者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45國家軍餉，百官、

百姓口糧，幾乎全仰仗江、淮財賦。而上元2（761）年九月，「江、淮大饑，人相食。」46

寶應元（762）年建寅月，「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

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征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資之

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

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47則雖

然「財賦所產，江、淮居多」48，但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饑年、兵荒以及國家超常徵

收之下，也面臨著糧食危機。這時以依靠江、淮財賦為生的北方，情況更加惡劣可想而知。

安史亂後，唐代財政方面的大臣表現比較活躍和突出，他們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

何增加糧食收入以及在現有糧食儲存中如何做到供給軍隊和均給全國。因此糧食問題是關乎

整個國家的緊急、迫切問題。第四道關注的是「經濟」問題：

　　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斗，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

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尚賤。49

由「錢重貨輕」到「錢輕貨重」，其實就是「通貨膨脹」問題。引發「通貨膨脹」的原因，

一般是國家增發貨幣，市場注入過量貨幣，導致物價上漲。《舊唐書•第五琦傳》云：「乾

元2年，（第五琦）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

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

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價騰貴，餓殣死亡，枕藉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琦變法之弊，

42北宋•司馬光（編著），〈唐紀〉三十八，上元二年（761），《資治通鑑》，頁7112。
4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頁3511-3512。
44同上註，頁3512-3513。
45北宋•司馬光（編著），〈唐紀〉三十九，《資治通鑑》，頁7173。
46同上註，〈唐紀〉三十八，頁7116。
47同上註，頁7119。
48同上註，〈唐紀〉三十四，頁6992。
49唐•元結，孫望（編校），〈問進士〉，《新校元次山集》，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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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奏日聞。」50也就是說，第五琦發行「當十」、「當五十」這樣票面值高的錢的目的是企

圖用實際上更少的錢購買更多的商品以足國用，這對發行方來說，開始會獲利豐厚。但是破

壞了正常的市場活動，結果是商品隨之漲價。另外，「當十」、「當五十」錢因獲利豐厚，

導致盜鑄蜂起，以至於重刑不止，更多票面值高的錢流入市場，進一步抬高商品價格，原來

的「開元通寶」小平錢進一步貶值，結果就是普通人買不起通脹後的必需商品，導致財富縮

水，進一步導致「餓殣死亡，枕藉道路」。哈耶克言：「通貨膨脹絕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

然災害，它實際上始終是那些掌管貨幣政策的人的無知或他們所犯錯誤的結果。」51當政府

瞭解通脹後果後，又通過自行貶值，打擊盜鑄，試圖穩定物價和市場。上元元（760）年六

月，「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

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

州更俟進止。……癸丑，敕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畿內。」52 政策的反復無常無疑白白增

加了大量行政成本。如何使物價平穩、官民兩便是國家財政方面的又一個難題。

二、反思對策，深入問題

針對現實問題進行再思考。〈問進士〉前四道皆是關於國家重大時務，一直以來，國

家上下決策人員也已經提出種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些辦法有其效果，使得國家大體上得到

恢復和穩定，但顯然也有不足之處，這些不足體現在有的正在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有的還

滋生出更嚴重的問題。因此，前四道「策」題在對現象進行描述之後，並不是直接要求作出

寬泛的解答，而是引出相關解決問答的對策所產生的利病，引起思考，實際上是加大題目難

度。總體上要求考生，或者給出更實際、更有效、更全面、更完美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或者

要求對產生問題的原因給出更合理、更深入、更根本的解答。前者如「前三道」。第一道，

面對「藩鎮割據」問題：

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

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舍而不問，則未睹太平。53

國家願望是使「藩鎮」回歸到聽命於朝廷的正常狀態─「散其士卒」、「收其器械」以及

「隨其才分」給予割據者「祿位」。但提出的「臨之以威武」、「責之以辭讓」、「舍而不

50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頁3517。
51弗裡德利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北京市：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冊下，頁57。
52北宋•司馬光（編著），〈唐紀〉三十七，《資治通鑑》，頁7092-7095。
53唐•元結，孫望（編校），〈問進士〉，《新校元次山集》，頁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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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三種辦法經實踐驗證明顯皆達不到如期效果。第二道，面對官職濫授問題：

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道路。54

針對「選舉」與「職官」問題的混亂，或許選舉「專經」、「主文」者是公認的良法，國家

曾經施行並得到成功，現在照成例推行即可，然而結果這些本應該名顯宦達的人，「若不困

頓于林野，則必悽惶于道路」，不但得不到名望與地位，「專經」、「主文」反倒成了「困

頓」、「悽惶」的直接原因，出現這樣的結果相當諷刺。第三道，面對糧食問題：

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

寇盜猶在，尚須防遏。55

戰爭導致軍費開支大、財政負擔重，是百姓流亡的主要原因。戰士化劍為犁，流亡者返回故

廬耕種土地，似乎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然而流亡者缺乏基本生活物資，欲耕而不能。戰爭

還沒有結束，罷兵而不得。因此，這些較為簡單的想法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後者如「第四

道」，面對幣輕貨重問題：

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

甘心寒餒，惰遊而已？56

按照常理，增加糧食、布匹供應，既能緩解市場緊張，耕夫、織婦也能增加收入，更應該有

工作動力才對，然而其「甘心寒餒，惰遊而已」，那麼問題就是表面上那麼簡單了。此題作

者最後云「試一商之」，應屬時務策裡的「商略策」。陳飛言：「作為一種策體，商略策的

主要特點在於其內容具有可商性：或猶疑，或分歧，或矛盾，或兩難，總之是有待商量、討

論和評判的問題。」57但由此題可以看出，所謂「商量」，並不是簡單的提出自己的意見或

提出不同於他人的另一種意見，而是明顯要求就問題產生的原因，往更深入、更本質、更根

本的地方「商量」，也可以說作者之所以對現象作進一步深入，增加難度，目的就是需要考

生分析深層原因。

54同上註。
55同上註，頁140。
56同上註。
57陳飛，〈唐代進士科「策體」發微─「內容體制」考察〉，《文學評論》，5期（2014），頁18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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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虛心提問，引導考生給出具有可行性的對策

「策」題設置的最後一步是明確提出問題，根據題型不同，前三道「時務策」主要讓

考生回答「怎麼辦」，第四道「商略策」主要讓考生回答「為什麼」，然而最後的提問也不

「簡單」，而是就答題要求和指向做進一步限定，不但要考察出考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即

「才」如何，也要考察出考生是否具備道德修養，即「德」如何。第一道的問題是：

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58

解決「藩鎮」問題，其對策僅是「天下之兵須解」還不夠，還要使蒼生「致仁壽」，「仁」

和「壽」，表示既要顧及到「蒼生」基本的生命和安全需要，也要顧及對「蒼生」的道德教

化。第二道：

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鑒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恥？設何

教，使賢愚自分？59

四小問裡面，前兩問涉及選官得人的具體方法。而後兩問，涉及到根本上的民眾教化問題，

尤其是最後一問，關乎教育公平，怎麼樣通過教育使民眾轉「愚」為「賢」，也就是民眾怎

麼樣能夠充分得到教育。第三道：

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凶年，亦無災患？60

糧食問題不但是「國」的問題，更是「民」的問題，可能當國家意識到糧食重要性的時候，

百姓早已實受其害、填身溝壑。因此平時使「人安俗阜」，「縱遇凶年，亦無災患」，側重

點都在「民」的一方。也就是百姓問題的解決，應該成為決策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顯然，

如此決策本身就與決策者的道德人格相關。第四道元結以「粟」與「帛」的價格變化為代表

來描述通貨膨脹的危害，這兩種物品亦與普通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如果不能在深層原因上分

析出普通民眾心理變化的原因，那麼很容易做出粗放性、表面化的決策，既不利於問題的解

決，也很可能適得其反，產生更多新的問題。體會百姓「心」底的無奈、痛苦、哀傷，做出

最可期許、最得民「心」的決策，庶幾接近所謂「仁政」的境界。總的來說，四道「策」問

58唐•元結，孫望（編校），〈問進士〉，《新校元次山集》，頁139。
59同上註。
60同上註，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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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置既是各自獨立專門的問題，又在總體指導精神上有著高度一致性。國家重大時務問題

的解決，是不是解決了普通百姓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標。

因此，元結〈問進士〉前四道實際上是對國家當今重大時務問題的既專門又全面的關

注。對解決問題的方法或產生問題的現象，也已經有一定的分析和思考。現實的解決方案往

往有不足之處，需要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對策，故題目難度也隨之增加。而最後問題

的設置，在結合對現實觀察和思考的基礎上，進一步對答題指向和要求作出限定，在考察考

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同時，對其是否具備道德人格的考察也融入其中。

肆、〈問進士〉矯正時弊的方法和引導

「策」題直接創作動機和面對對象是參與舉進士考試的考生，唐代進士科試項，大抵貞

觀8（634）年以前「止試策」，此為一項試制；永隆2（681）年始試「雜文」與「策」，確

立兩項試制；開元25（737）年始試「帖經」、「雜文」與「策」，確立三項試制。61「帖

經」主要考察的是記誦能力；「雜文」考察的主要是文采高下；而「策」主要承擔的是考察

考生的實際才幹，通常是時務策五道。策問文在唐以前已經有長期的發展，在唐代已經具有

文體上的穩定性和體式化，陳飛言：「（策問文）在表達體式上特別講求。……現存唐代策

問文不僅足以證明這一點，而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某種『千篇一律』的表達特徵，進一步說

明這些表達早已『體式化』，並且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普遍的接受。也 就是說，唐代策問文也

是有其近乎『格律』（體制和法度）的規範與要求的，甚至較其他一般文體程度更高，要求

更嚴。」62僅就結 構上而言，策問文必不可少的三項是：策頭、策項、策尾。策頭是發動、

引出問題；策項是提煉、設計問題；策尾則是正式提出問題。陳飛又言：「在唐代進士科試

制中，試策不僅是一個最傳統的試項，而且是 一個最穩固的試項，同時又是一個始終放在最

後的試項。……『時務策』也 最能表現參賽者的綜合素質與水準，是一屆考試的重 頭戲和壓

軸戲。」63理想的情況是通過對策選拔出具有實際能力和道德品質的人才，但在實際動作中

卻又弊病百出，並非總是達到期望效果。僅以唐代的兩次科舉改革而言，永隆2年〈條流明

經進士詔〉言：「進士不尋史傳，惟讀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64則表明對策文的寫

作已經模式化，只需要把考前準備的題庫文章照搬上去，就能夠取得成績。顯然這樣考察

不出考生的實際能力。開元25年〈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言：「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

61詳見陳飛，《唐代試策考述》，頁128-131。
62陳飛，〈唐代試策的表達體式〉，《文學遺產》，1期（2008），頁49-57。
63陳飛，《唐代試策考述》，頁131-132。
64北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59），卷106，頁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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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行脩？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也。」65則表明開元25年

前進士科的弊病又轉向炫耀文辭一路，仍然不復注重實際考生的實際能力。儘管進士科的弊

病始終不斷，但從兩條詔書也可以看出，朝廷呼籲具有「實才」和「經明行脩」的人材的苦

心是不容抹煞的。實際上唐代諸多有識 者也始終對如何通過選舉選拔出真正的人才有種種的

對策和建議，元結亦是其中之一。

元結〈問進士〉「策」題的創作本於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作者自 身又是時代的積極參

與者。同時元結也是「風雅」精神的繼承與提倡者，現實關懷幾乎滲入到元結創作的每一種

文體之中。策是一種特殊的文體，需要出題人和答題人共同完成，即便如此，僅「策」題的

設置同樣可以體現作者的文學思想和創作態度。由於州、縣舉進士考生皆由「懷牒自列」66

而來，對其才能和品行的瞭解和認定很大程度上只能通過文章寫作也就是「對策」來完成。

而出題人和主考官，在決定文章和考生的錄取的同時，其自身的文章和道德主張，也會對考

生形成引導，這是針對考生層面的現實關懷。通過〈問進士〉五道的寫作，在一定意義上

能顯示元結對考生文章寫作和道德人格的引導，在才能和品行兼顧的同時，一、「必取行

實」；67二、「務存質樸」。68

進士「浮薄」，並不只是唐代問題，薛謙光言：「煬帝……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仿

效，皆以浮虛為貴。」69似乎從進士科設置開始，「浮薄」便已是其原罪。據李諤言齊梁間

習以成風的浮薄之文，已經使「朝廷據茲擢士」，70因此到唐代積重難返，實是形勢使然。

國家承平之日，進士科以言取人，君臣以文辭相唱和，可以說是太平點綴。但是遇到需要解

決的現實問題或者國家危亂之際，最受人們關注的進士考試開始因崇尚浮華、不切實用暴露

出問題，有唐對進士「浮薄」的批評始終沒有停止，可見始終確實存在這方面的缺點。改革

的方法大體上有兩種，一種以楊綰、鄭覃、李德裕等為代表，主張廢除「專尚文辭」的進士

等考試，重新以「察舉」選人，這是態度最激烈的一派；一種以唐文宗等為代表，認為「輕

65北宋•王欽若等（編），周勳初（校訂），〈貢舉部•條制〉，《冊府元龜》，卷639，頁7390-
7391。

66北宋•歐陽脩、宋祁，〈選舉志〉上，《新唐書》，卷44，頁1161。
67廣德元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北宋•司馬光

（編著），〈唐紀〉三十八，《資治通鑑》，頁7143）並引發一場科舉改革的大討論。
68「（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

京市：中華書局，1971），頁744）蘇綽為配合宇文泰「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的政治改革，文章
寫作上主張舍文求質，務存質樸。其邏輯當是：質樸的文章更易檢驗是否有作用於時務的可能，也更易觀察

人材之實際能力，而這也有歷史經驗的支持，三代君臣有著卓越的治理能力，他們留下的經典文字皆充滿質

樸感。「必取行實」和「務存質樸」，皆不是元結本人的提法，但卻與其一貫的文學思想與主張相符合，故

此借用。
69唐•杜佑，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通典》，頁410。
70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3），卷66，頁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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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71認為顯然進士「敦厚」者亦有之，不能全盤否定。

事實上，廢進士科的難度，除了「維制」派一方強大、實行時間已久難於遽改的因素，恐怕

還有更複雜、深刻的原因，但這裡不擬討論。總之最後最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結果是，在進

士科保留的前提下進行局部改良，採取一定的方法，促使參加進士考試者由「浮薄」向「敦

厚」轉變，盡可能排除有言無實的人上位，給才德兼備的人更多的機會。貞觀23（649）

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明知貢舉，進士考中以「其體輕薄，文章浮豔」為理由黜落「並有俊

才」的張昌齡、王公理，並得到太宗皇帝的認可。72永隆2年八月〈條流明經進士詔〉曰：

「學者立身之本，文者經國之資，豈可假以虛名，必須征其實效。」73開元2（714）年五月

〈令貢舉人勉學詔〉曰：「將去聖茲遠，尚治澆薄，為敦儒未宏，不行勸沮。……自今以

後，貢舉人等宜加勖勉，須獲實才。」74開元6（718）年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

浮豔，禮樂詩書，是弘文德，綺羅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

人試判，舉人對策，剖析案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

之是炫。自今已後，不得更然。」75開元25年正月，〈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曰：「致理興

化，必在得賢，強識博聞，可以從政。……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

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安得為敦本復古，經明行脩？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

也。」76國家最高級別行政命令─詔敕─反復強調反對浮薄，必求實才，至少說明兩種

情況：第一，「浮薄」之風始終盛行，以至於經常需要最高政令明文干涉；第二，也可以看

出「改制」派為變「浮薄」為「敦厚」堅持不懈的努力。

元結反對「浮薄」，希冀「淳樸」，是其一貫的態度。天寶六載，元結應制舉，相國李

林甫弄權，布衣之士全部黜落，有鄉人「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元結喻之曰：

昔世已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為勞

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考其行，則

可為師範；用其材，則可約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77

永泰元年，元結罷道州刺史任，「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時「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

故人或有在者」，「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在這種情況，元結也未忘記與好友以

71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173，頁4491。
72唐•杜佑，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通典》，卷17，頁402。
73北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160，頁549。
74同上註。
75北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639，頁7389。
76同上註，頁7390-7391。
77唐•元結，孫望（編校），〈喻友〉，《新校元次山集》，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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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相勉勵。78則元結再任道州刺史，為一方之長官，有了實現夙願的機會，在選舉方

面，沒有理由不表現出其一貫的主張和自身特色。在道州教育政策上，雖然其具體方針、政

策、綱領因為資料闕略不得而知，但從〈問進士〉五道具體題目來的，對人才在「其言」、

「其行」、「其才」上皆有著相當高的要求。考生在考試前，更多的時間是在現實中培養成

為國家需要人才的道德和能力。因此回到元結「策」題對現實的關懷上，選舉上「必取行

實」是出於對國家未來的責任，作為著名文人和一州最高長官，其思想和主張，至少對道州

一地的教育和文風起著引導作用。

在「文」、「質」方面，〈問進士〉五道在形式上體現了「務存質樸」的特點，這種

寫作形式 的選擇主要是配合「必取行實」內容上的需要，雖然內容充實不一定選擇「質樸」

的形式。在「文」與「質」的辯證關係上，「文質彬彬」起初是表示「君子」之言行處於恰

當適宜的狀態。《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集注》曰：「彬彬，猶班班，物

相雜而適均之貌。」79但當文質不能「適均」時，孔子又主張：「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論語•學而》）則從後者來看，仍以「行」或「質」為根本，與「文」有先與後、根本

與枝葉的關係。而似乎僅當根本充實之時，「文」方才必不可少。這意味著，當不能兩得之

時，寧「質」勿「文」；也意味著，「文勝於質」時，正確的做法應是向「質」回歸。文章

寫作理論借用「文」、「質」概念由來已久，且所論亦夥矣。大體既有典雅的內容又有華麗

的形式，內在和外在結合，相當於「文質彬彬」。但論者大多注意到前者，卻忽視了或許是

更重要的後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劉勰、陳子昂以及《隋書•文學傳序》與《周

書•王褒庾信傳論》作者等皆認為盡善盡美的文章是「文質斌斌」的，但面對現實上頹弊的

文風時，懸示「文質彬彬」的標準似乎還不夠，這個標準在強調文采的同時也強調風骨，理

論上當然是可行的，也未必沒有作者達到標準，但當社會普遍牢籠「淫靡」文風之中時，這

個理論能否起到真正的作用值得懷疑，內在與外在上如何把握適當的「度」，調和的量化

和標準是什麼，上層統治者對「文」的過於愛好如何改變，如何使人不跟隨上層統治者的口

味和愛好，都是要面臨的難題。在「文勝質」甚至「有文無質」境況下仍給「文」足夠的承

認和各占一半的地位，似乎是照顧全面、無懈可擊，但在扭轉文章風氣上恐怕作用有限。唐

代文風之「淫靡」仍是普遍而重要的問題，當「調和」難以改變現狀時，不乏有氣力者試圖

拔本塞源，出現方法上的又一「新變」，即是回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者說「質而後

文」上去。

杜佑在列舉了唐代諸名家關於文章之弊的議論後，做一個總結性的評論，明確提出「救

弊以質」的主張：

78同上註，〈劉侍禦月夜宴會〉並序，頁37。
79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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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質相矯，有如迴圈，教化所由，興喪是系。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

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于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

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

矣，群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80

「救弊以質」無疑是對「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回歸，在唐代也並非一時一人的主張，而

是有識者集體持續的呼籲。「質」的涵義又有兩層，在人格道德上，德行能力並重；在文章

寫作上，「質樸」為文。元結既是「質樸」論的提倡者，也是實踐者。

蘇源明對元結早期文章〈說楚賦〉三篇的評價是「真淳」，81這個詞頗能恰當地概括元

結文學創作的風格。《辭源》釋「真」有「淳真，淳樸」、「本原、本性」、「真實」、

「正、原本」、「真誠、誠實」諸義，82「淳」指醇厚、純粹，不澆、不雜。合起來看，

「真淳」指文章在內容上純粹充實；在形式上反樸歸真，或者相比之下不加、少加修飾。元

結對「時俗澆狡，日益偽薄」83的現實有著清醒的觀察和認識，並自覺以「不從聽於時俗，

不鉤加於當世」84來與時俗保持距離。深知時人文章存在著「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

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85以及「煩雜過多」86的弊病。而時俗之「病」，既是

內容上的，也是形式上的，救「病」之道也應從這兩方面同時下手。元結無論在野在官，皆

能從「救弊以質」上積極地付出實踐，因身分不同或許採取的方式有所不同，要之殊途同

歸，欲使文章之「道」變「淫靡」為「敦厚」。大曆2年，元結道州任上編輯自己作品「乃

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覆命曰文編」，其所為文「其意必欲勸之忠

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87〈問進士〉五首作

為去年的「近作」，必在收入之列。考生即便不瞭解考官以往的文章主張，也能從「務存質

樸」的策問本身瞭解應該採取何種文體形式「對策」。這既是元結一貫的主張，也應該是有

意的設計，或許在關乎切身利益的問題上，沒有人能不在乎，因此文章寫作上的轉變也是可

期的了。

80唐•杜佑，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等（點校），《通典》，卷18，頁454。
81唐•顏真卿《顏魯公集》，頁35。
82何九盈、王甯、董琨（主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辭源》，第三版（北京市：商務印書

館，2015），頁584。
83唐•元結，孫望（編校），《新校元次山集》，頁115。
84同上註，〈自釋〉，頁113。
85同上註，〈篋中集序〉，頁100。
86同上註，〈劉侍禦月夜宴會並序〉並序，頁37。
87同上註，〈文編序〉，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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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元結〈問進士〉表面上只是一次州府試進士的五道策題，實際上反映的內容卻相當豐

富，蘊涵著作者強烈的現實關懷。首先元結再授道州刺史時，已經有長 期的從政經驗，文學

創作思想也已成熟，這是策題創作的現實基礎。其次具體策題 每一道又基本上可分三部分：

一，是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引出問題；二，是對已有解決辦法的思考，深入問題；三，提出

新問題，要求考生根據策題提供對策或者解答原因。最後，針對「進士」科弊病，試圖從兩

個方面進行引導和改變：一、反對「浮薄」之人，「必取行實」之士；二、反對「淫靡」之

文，主張寫作「務存質樸」。另外，〈問進士〉五道不但反映元結的為文、為人主張，也頗

能反映唐代進士科舉制度的現狀，代表的是在保留進士科前提下盡可能選取「實才」的嘗

試。策題本身也是當時「文人」對重大時務的觀察和總結，無論其文本、其視角，也皆具有

價值和意義。比如朝廷已經允許商賈入仕，而策問上 還執著地把 商賈稱為「賤類」，流露出

極大的不滿，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最后，策問文在唐代已經是成熟的文體，具備規範

化和體制性。但具體到策題創作者，在符合一般規範的同時，具有作者個人鮮明獨特性的作

品也並不少見。除元結外，杜甫〈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甚至在最后一首「徵事

策」上亦明確主張「貴切時務」，88是對舊體「徵故事」的改進和突破，同樣具有非凡的意

義。與元結兩相對照，亦是饒有趣味的題目。但畢竟兩人的文學思想與主張、個人經歷以及

在策問文文本形式體制上，有著相當大的差別，或者可以另文申說。

誌謝

審查人無論文字細節還是論述上不足的指正，皆受益良多，謹此致謝。

88唐•杜甫，清•仇兆鼇（注），〈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杜詩詳注》（北京市：中華書

局，2015），卷25，頁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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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an Jie’s “Wen Jinshi” is not simply an examination topic but in fact contains rich content 

that refl ects the author’s strong realistic concerns. By the time Yuan Jie was once again an offi cial 

in Taozhou, he had accumulate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politics, and his literary creativity had 

matured, which was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creation of his work. Each ques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observing social realities leading to problems, devising existing solutions to in-depth 

problems, and proposing new questions and asking candidates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or reasons 

for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Finally, by targeting “jinshi” malpractice, he tried to change the “jinshi” 

in two manners: fi rst, by opposing those who are frivolous and instead pursuing practical talents; 

second, by advocating writing practical articles over beautiful ones.

Keywords: Yuan Jie, Shi Wuce, “Wen Jinshi,” Realistic care, Daozhou 

Corresponding Author: Zhi-Qiang Liu, E-mail: 243434697@qq.com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16, 2019; Revised: Sep. 05, 2019; Accepted: Sep. 30, 2019
doi: 10.6210/JNTNU.201909_64(2).0001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000440046002800310032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