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代以来，人们对待状元，真如

众星捧月，高山仰止，怎一个“羡”字

了得！尤其在宋朝，一个家庭、一个

家族里如果出了一名状元，那必然是

方圆百里最荣耀的事情。

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一书中，

记载了举子中状元后，京城百姓争看

状元的盛况：“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

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

过，至有登屋下瞰者。”摩肩接踵，万

人塞途，老百姓为了一睹状元风采，

甚至不惜冒险爬上屋顶，与现在的追

星族们追星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朝廷上下亦是如此，“每殿廷传

胪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

尊亦注视焉。”谁中了状元，百官踮足

观看，皇帝亲切注视，状元一次次成

为了朝堂上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且，

“状元登第，不十余年，皆望柄用。”状

元入仕，短短十余年间，就能跻身上

游、位居要职，像吕蒙正、陈尧叟、王

曾、李迪、梁克家、文天祥等等，这些

状元，无不是在百官的艳羡和皇帝的

垂青下快速升迁，最后入主政府，当

上了宰相，荣耀一生。

追捧状元，源于宋朝重文，并确

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以

及“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

训，宋真宗更是鼓励士子多多读书，

特作《励学篇》一诗曰：“富家不用买

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

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

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普

天下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就为

春闱秋榜中一举高中，光宗耀祖。

科举考试由于名额有限，如同万

马千军挤独木桥，举个进士都是凤毛

麟角，拔得头筹高中状元则更是难于

上青天，但在宋朝，却常常出现兄弟

状元、父子状元甚至翁婿状元，一时

成为科举史上的奇观。

例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己

丑科考试中，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

市）人陈尧叟状元及第，没想到十一

年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庚子科

中，他的弟弟陈尧咨又高中状元，阆

中陈氏，因此天下闻名。又如，宋太

宗淳化三年（992）壬辰科，汝南人孙

何高举状元，六年后宋真宗咸平元年

（998）戊戌科，他的弟弟孙仅也荣登

榜首，高举状元，“兄弟连冠”，一时传

为佳话。

那位曾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

杏枝头春意闹”诗句驰名诗坛的安州

安陆（今湖北安陆市）人宋祁，于宋仁

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中，与兄长

宋庠一同参考，在礼部会试中，宋祁

名列第一，宋庠名列第三，但当名次

报到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处作

最后定夺时，刘太后以弟不可先兄

为理由，把兄长宋庠定为状元，把本

是状元的弟弟宋祁降为第十名，

“（宋祁）与兄庠同时举进士，礼部奏

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

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

（《宋史·宋祁传》）因为这个状元“置

换”的故事，兄弟俩在这次科考中亦

名声大噪。

北宋曾出现两对父子状元。宋

太祖建隆二年（961）辛酉科，开封府

襄邑（今河南睢县）人张去华考中状

元，五十年后，他最小的儿子张师德

又金榜题名，中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四

年（1011）辛亥科的状元。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乙酉科，

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梁颢中

得状元，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同为己酉科时，其子梁固也高

中状元。自宋金以来，乡亲们多次为

他们修建“父子状元”坊，今东平县州

城镇牌坊街，仍矗立着高大的石制状

元坊，门额上“父子状元”四个大字遒

劲有力，仿佛向我们展示这个地方千

年以来引以为傲的荣耀。

之所以会出现父子状元、兄弟状

元，除了宋朝重文的因素外，还有一

条，就是宋朝人极重视教育，这种教

育不独重文，更重德，往往塾师与家

教并重、文化与品德兼修。很多家庭

的孩子之所以个个都有出息，与父母

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像有“五子

登科”之誉的燕山（今天津蓟州区）窦

禹钧一家，五个儿子全部考中进士，

后来个个身居要职，其父窦禹钧就是

一个善良宽厚、仗义疏财、资助寒士、

接济穷人的道德楷模，读书之外潜移

默化的影响，是孩子们品学兼优不可

或缺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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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时看到几个少女正在

做网络直播，看样子是放了暑假

的中学生，跑到人比较少的山上

做直播秀。从她们熟练的动作

和语言、一招一式、一颦一笑，能

看出是一群“老手”。作秀的目

的也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吸引到

更多的人关注，成为网红。

互联网时代，不同趣味喜好

的受众，被悄然分化成了一个个

小圈子，网络媒体的强大推送功

能，又时刻强化着小圈子对某个

人或事物的认同。网红不仅对

粉丝有着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还

能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

很多网红出自草根，起点并不

高，只须擅长炒作，懂得如何取

悦大众，就能带来流量，构建一

个虚拟的城堡。于是许多看得

眼红心热的人，也把做网红视

为最快最便捷的成功方式，不

但各种哗众取宠、想要博出位

的闹剧时有发生，还有渐呈低

龄化的趋势。我有一个朋友的

小孩，尚未入学，平日看多了网

络直播，就对做网红表现出了极

大的兴趣。

恰巧不久前，我看到有网络

大V陈述，他接触过几十个不同

领域的网红，表面看起来颇为风

光，除了能接到各种商业广告，

获取厚利，还常有国内外的机构

邀请这些网红到世界各地旅游，

为产品或旅游点做推广，可谓名

利双收。但这些大流量网红，于

线下的心理健康都十分糟糕，心

态普遍灰暗阴郁不说，很多人还

有失眠、焦虑、抑郁的症状，需要

定期去找心理医生做疏导治疗，

活得阳光开朗、轻松快乐的一个

也没有。

原因是这些网红的精神长

期处于超载状态，每天要面对粉

丝的各种要求以及恶毒的言论，

毕竟不是每个粉丝都会用善意

表达支持，也会有许多刺耳的声

音，负面的评价。网红为了避免

得罪粉丝，一般都是尽量容忍，

略过不予理睬，但有时候为了维

护个人的尊严，澄清事情的真

相，又无法避免言语上的冲突。

由于每天都要与人争吵互怼，处

在憋屈、挫折而又愤怒的情绪之

中，无法及时消化，心总是绷得

紧紧的，一刻不得放松，久之遂

被焦虑、沮丧所吞没。

网红其实和普通人一样，也

需要健康的人际关系，积极的情

感互动，美好的身心体验，才能

成为内在的自我价值感源头。

最鲜明的例子是一些网红段子

手，为了娱乐粉丝，每天都发布

各种爆笑段子，给人一种机智、

幽默的印象，实际上这些人的内

心却备受负面情绪的困扰折磨，

甚至还有人希望有一天可以把

手机扔到水里，不用再在网络上

假装快乐。但这些被隐藏的东

西，旁观者是看不到的，人们看

到的都是网红如何受到关注，如

何获利，并由此成为许多人努力

追求的目标。

就像尼采说的：“不能听命

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流

量与负面情绪也完全成正比，流

量越大的网红，心理就越不健

康。毕竟一个人再和蔼大度，豁

达宽容，也杜绝不了他人的恶

意，尤其网红需要面对的是数百

万、甚至数千万粉丝，人多了，难

免泥沙俱下，带来不同的声音。

而人的情感总量又是有限的，谁

也无法精确地设置自己的感知

框架，把负面的东西都过滤掉，

只留下正面的东西。于这种情

况下，网红就像漂流在太空里

的星体，身边不断有陨石呼啸

而过，需要时刻打起十二分精

神，才能避免被撞击得粉身碎

骨——流量其实是一种高风险

高回报的资源，既能成就一个

人，也能毁掉一个人。

很多想要成为流量网红的

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

入一个死胡同，烦恼的不归路。

毕竟一个人没有独到的天赋，缺

乏底蕴的支撑，想要从庞大的人

口基数中脱颖而出，概率是非常

小的。至于那些为了爆红而投

机取巧，想要借出位的言行吸引

关注的人，等于是用自己的人格

尊严、做人的底线，进行一场豪

赌。最后非但没有获得想要的

结果，还成为了其他人茶余饭后

的笑料。

网红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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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尽管从军事和国土面积来看，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

社会角度来看，宋朝却最繁荣昌盛、极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
如此辉煌？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宋朝拥有一套理性、完备的政治制
度。作者选取了25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典故，讲述宋朝的种种政治
制度，呈现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

作者：吴钩
定价：108元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时台谏也站出来反对杨怀敏

复职。皇帝只好让步，“其命遂

寝”。封还词头自此成为一个惯例、

制度保留下来：“舍人封还词头者自

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当然，皇帝也可以绕开知制

诰，直接下发御笔手诏，但前面我

们已经说过，对于手诏，政府可以

不奉行，缴还皇帝。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

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制的制度，

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

相辅相成的。良制养成了美德，美

德也守护了良制。宋人称“仁宗皇

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说的其

实便是君主自我克制的美德，而

“百事不会”的君主能够达成盛治，

则有赖于整套制度的良性运行。

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体

制下，君主不需要太能干，只要守

住君主的本分，谦抑，克制，选贤与

能，垂拱而治。

相反，如果君主太爱逞强，往

往只会破坏制度的良性运行。亡

国之君宋徽宗被修史者评为“诸事

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正好跟仁宗

的为政之道形成强烈对比。一个

“百事不会”的君主，比一个“诸事

皆能”的君主更值得赞赏。

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他们

也确实认为，君主是不需要太圣明

的。宋孝宗算是南宋的圣明之君，

但他逞能专断的做法却受到理学

家徐谊的抨击：“若是则人主日圣，

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

宋仁宗的政治遗产

宋 仁 宗 是 守 祖 宗 法 度 的 典

范。当他去世之后，仁宗朝的一部

分惯例，也被后世的士大夫整理成

最值得遵守的祖宗法度。用南宋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中的话来说：

“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

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

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

宗。”法仁祖之法、复嘉祐之治，成

了熙宁变法受挫之后士大夫最心

仪的“中兴路线图”。

北宋元祐七年（1092），翰林侍

读学士范祖禹编录《仁皇圣典》进

献哲宗皇帝，并上书说：“陛下诚能

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

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

难致也。”南宋淳祐四年（1244），杜

范拜相，即向理宗上奏札说：“今陛

下新揽权纲，惟恪循仁祖家法，凡

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

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

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

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已为天下，虽

万世不易可也。”这里元祐、淳祐的

年号，也含有向仁宗朝“嘉祐之治”

致敬的意思。

上书的士大夫都是在提请在

位的君主“专法仁宗”“惟恪循仁祖

家法”。那么这个“仁祖家法”到底

是指什么呢？我想特别指出来，经

由宋朝士大夫的演绎与归纳，“仁

祖家法”已经被解释成“虚君共治”

“分权制衡”的治道与政体：君主端

拱在上，统而不治；执政权归宰相

领导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归独

立的台谏系统。

这当然不是我的穿凿附会，而

是宋人自己的“创造性解释”。元

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向哲宗

皇帝进言：“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

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

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

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

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

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

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

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

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

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

同一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

告诉宋哲宗：“臣昔见仁宗皇帝推

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

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

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

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

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

劳而治。”

这么阐释“仁祖之法”的元祐

士大夫还有秦观：“臣闻仁祖时，天

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所

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

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

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

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

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

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

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由此

也。……愿（陛下）鉴汉唐之弊，专

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政府与台

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

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

事矣。” （连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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