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辇图》为唐代人物画，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
画之一，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
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
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至今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

《步辇图》作者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步辇图》以太
宗时期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为背景，讲述了吐蕃
使臣禄东赞晋见太宗时的情景，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
史见证。

相较于其他人物画，《步辇图》更注重于对人物本身的描绘，
而非环境和氛围的渲染和烘托，由此也显得别树一帜，匠心独
运。 （杨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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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科考的最高成绩

海南岛，作为中华疆土的南方
之南，很长时间内被视为蛮荒的烟
瘴之地，成为贬官流臣的重要集纳
地。尽管兴起于隋朝的科举制度
在唐朝时已经日趋完备，但对于教
育相对落后的海南来说，似乎没有
什么影响。这个情况在宋朝时得
到很大改观。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
政府倡导全国州县设立学校，参加科
举考试的人必须先接受学校教育，士
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以上才能
应试。这一举措使得“学校之设遍天
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海南各州
县儒学就在此兴学热潮中得以创办，
对推动当地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同时，被贬南来的著名文士苏
轼、李光、胡铨等人也对当地士子倾
心指导，终于使得海南教育厚积薄
发，连破天荒，成绩斐然。姜唐佐、符
确等都是在苏轼的指导下取得很大
进步，先后成为海南有史可查的第一
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

终宋一代，海南至少有13名进
士。南宋高宗时期，曾经将贡举权
下放到各州，琼州也开始设立贡院
开科取士，每科录取13名举人，一直
到南宋终了。这样看来，宋朝时期
海南的举人数量也不少。

明清时期海南科考更是呈现出
高歌猛进的态势。据统计，明代海南
共诞生进士64人，其中不乏后来赫
赫有名的朝廷重臣或者地方名贤如
薛远、唐胄、邢宥、丘濬、廖纪、钟芳、
郑廷鹄、王弘诲、梁云龙、许子伟等。
明代海南诞生的举人则至少有600
人，如海瑞、王佐等都赫赫有名。正
因为如此，海南获得“海滨邹鲁”的赞
誉。清代海南科举虽然没有明代辉
煌，却也诞生31名进士，200多名举
人。其中张岳崧更是于嘉庆十四年
（1809 年）考中进士第三名，即探
花。这是海南科考史上最好的成绩。

海南解元连绵不绝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在成熟

之后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通过
乡试者即可获得举人的功名，从而
继续参加会试、殿试，直至考中进
士。在中国古代，有不少士子终其
一生都在为乡试而苦苦努力，这才
有了古典小说中“范进中举”的经典
片段。

宋朝以来，海南科考不断取得好
成绩，进士并不少见，举人更是不胜
枚举。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备受人
们推崇。在人们看来，解元是读书人

斩获更好成绩的良好开端，因此但凡
有解元诞生，地方官吏或者乡绅都会
为其建立解元坊。可以说，解元坊见
证着海南科考的高光时刻。

据地方史志记载，宋代儋州高
麻都（今东方市四更镇赤坎村）人符
确于大观二年（1108年）“发镇州解
元”，并于次年（1109年）考中进士。
符确不光是海南进士第一人，同时
也是有史可查的解元第一人。镇州
虽然在海南建置史上只存在了四
年，但当时却是海南政治、军事中
心，而且还举行过三年一次的乡
试。符确就是在镇州考中解元的。
南宋末年的郑真辅是海南又一名解
元，后来于咸淳七年（1271年）考中
进士，名列张镇孙榜。乡人曾为郑
真辅立解元坊，这是海南地方史志
中第一次出现“解元坊”。

此外，冯天赐、卓亦孔、陈庚等
也都是宋朝海南籍解元。元朝统治
时间相对较短，而且一段时间内又
停止了科举考试，因此海南科考成
果相对有限，仅有举人两名，唐次道
是这个时期唯一的解元。唐次道是
后来明代赫赫有名的琼山唐氏家族
过琼三世祖。

明朝时，海南又出现多个解元。
比如，本为福建汀州人的曾兰，因为父
亲担任琼州府教授而定居海南，于宣
德四年（1429年）考中解元，后来担任
文昌县学训导，训迪有方，被祀为名
宦。正统九年（1444年），琼山人丘濬
考中解元，并于景泰五年（1454年）考
中进士，最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被誉
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乡人曾先后
为丘濬建解元坊、廷魁坊、学士坊、大
司成、少宗伯坊等，成为当地士子学习
的楷模。景泰四年（1453年），琼山人
唐濂伯考中解元，并被赞为“岭南秀士
无双”。弘治十四年（1501年），海南

卫子弟张世衡考中解元。正德三年
（1508年），张世衡和崖州人钟芳考中
同科进士，传为美谈。嘉靖四十年
（1561年），定安人王弘诲考中解元，
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
士。这些优秀的读书人，都对当时乃
至后世士子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当地
都为其建立解元坊。

清朝时，海南科考成绩虽然在
总体数量上不如明朝，但是依然有
不少斩获，在乡试中诞生了多位解
元，在殿试中更出现不少进士。海
南官员和乡绅也都为他们建筑坊表
以彰其功名。

乾隆九年（1744年），儋州人何
蕴跃考中解元，这是清朝海南第一位
解元，因此影响极大。主考官金甡对
何蕴跃十分欣赏，撰联“风流最爱东
西晋，文雅都归大小山”，并书“解元”
匾相赠，以示褒奖。时至今日，题赠
何蕴跃的“解元”匾额依然悬挂在何
氏祖居，借以勉励后学。何蕴跃考中
解元功名后，矢志家乡教育，他的学
生陈圣玙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也
考中解元。九年内，师徒二人先后中
解，“三科而两解”，名震乡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琼山
人曾对颜成为海南史上最后一位解
元。值得一提的是，曾对颜以海南
之籍考中解元，当时遭遇了一场极
其难堪的文化诽谤，不少士子认为
主考官营私舞弊才导致这种局面。
为了“平息民愤”，主考官将曾对颜
的应试文章张贴于各地，公布于众，
最终让大家心服口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
府正式废止科举制度，解元、进士等
从而成为历史。

解元坊遗存今何在
海南历史上出现不少解元，因

此解元坊自然不在少数。查阅地方
史志，海南官员和乡绅曾先后为每
位解元都设立了解元坊。这是海南
重视文教的重要体现，也正因为如
此，海南才能以骄人的成绩被誉为

“海滨邹鲁”。
由于时代的久远，海南的解元

坊多半已经不复存在，目前仅有定
安解元坊，略略显示海南当年科考
的荣光。

现位于定安县城东门街老市场
东侧的解元坊，是为王弘诲而建。
最开始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
位于王尚书生祠后（即今定城卫生
院后），清代进行重修。民国十七年
（1928年），因为县城扩建，解元坊迁
至现址。解元坊正面分别阴刻楷体
大字“解元”“翰林”，左右两侧则刻有
倡建和重修解元坊的官员和乡绅姓
名等，显示出历史的沧桑。海南官民
为王弘诲设立解元坊，并不仅仅是因
为他考中解元，还在于他宦绩突出，
并致力于造福、回馈桑梓。

王弘诲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考中进士，并顺利入选翰林庶吉
士，仕途一片光明。但是由于他不
顾个人安危，前往探望因上疏而被
打入死牢的同乡海瑞，这对他后来
的升迁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如此，
经过多年打拼，王弘诲最终于万历
十七年（1589年）升任正二品的南京
礼部尚书，名重一时。在王弘诲诸
多政绩中，备受海南官民称道的则
是“奏考回琼”这一事件。

按照明朝科举制度，读书人在
考中秀才之前，还需要参加州府组
织的岁试和科试。海南读书人应当
在琼州府参加考试，由省城派出提
学道巡回主考。但是，由于海南岛
孤悬海外，不少主考官惧怕海上风
浪之险，极少渡海到琼州府主考，常
常在雷州行文调考，也就是让考生
渡海到雷州参加考试。

王弘诲在查阅卷宗时，发现海
南各州县儒生因为路途遥远以及海
上风险，不得不放弃考试，因此写成
《请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上报朝
廷。他希望朝廷能够批准海南兵备
道兼任海南提学道，这样就可以在海
南设立考场，考生不需要远涉鲸波到
雷州考试。这一奏章要求改变祖制，
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所幸的是万历皇
帝被王弘诲的拳拳之心打动，批准了
他的请求。这样，海南学子就可以在
岛内参加考试，从而获得监生或者贡
生的功名。王弘诲的提议使得很多
琼州子弟受惠，对海南教育产生了
深远影响。王弘诲的这一举动，被
人们称为“奏考回琼”。

解元坊：

海南科考的高光背影
■ 曾庆江

1949年8月1日，北平迎来了和
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建军
节，北平市人民、卫戍部队和社会各界
纷纷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
庆祝人民解放军建立22周年。

毛泽东亲笔修改新华社社论

1949年7月31日，新华社为纪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22周年而写的
社论稿呈报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
在文稿上加了三段话：一、南昌起义及
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
产党中央决定的……二、这个军队的
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
……三、现在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
识分子都深切地信赖共产党和人民解
放军。

毛泽东指出，22年的人民解放战
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
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
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
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
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

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
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
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
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毛泽
东说，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
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22
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
信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
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
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
们就能达到目的。毛泽东还将原标题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改为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毛泽东文
集》第五卷）。

《人民日报》于1949年 8月1日
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篇社论。社
论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2年来的
斗争历程，指出：第一，人民解放军是
在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即中国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第二，人民
解放军是有思想的同时也就是有崇高
理想的军队。第三，人民解放军是建

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有高度集中纪律的
军队。这三个特点乃是毛泽东同志的
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在人民解放军中
的领导所达到的结果。

卫戍部队授旗阅兵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8月1日，华
北军区所属各部队在驻地举行授旗典
礼和庆祝会。在北平各部队于8月1
日至3日，以师为单位分别举行授旗
典礼，由华北军区首长代表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授旗和检阅部队。

8月1日上午，华北军区平津卫戍
司令部独立第208师举行庆祝“八一”
暨授旗阅兵大会，华北军区司令员聂
荣臻授旗并阅兵讲话。他在《解放军
进行曲》的军乐声中，把四面军旗授予
该师及所属各团首长。接着举行庄严
的阅兵式，全体指战员精神抖擞，豪情
满怀。他们身着绿色军服，头戴钢盔，
钢盔上镶着红色金边的五星军徽，携
带的武器多是缴获敌人的，各式各
样。他们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走过阅

兵台，聂荣臻在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他讲到在困难和挫折面
前，我们“上下一致，只有一个坚强的
信念与决心：跟着毛主席走！”这时全
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全体指战员
在师政委苏启胜的带领下庄严宣誓，
表达了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和人民的
坚定决心和坚强信心。

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独立第
207师在北平西苑机场也举行了庄严
的授旗阅兵典礼，华北军区政治部主
任罗瑞卿主持。罗瑞卿授旗并向全体
指战员训话，师政委邹衍带领全师宣
誓。

军委铁道部全体职工2000余人
也于8月1日在铁道部大礼堂举行庆
祝大会。

1949年8月1日，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庆贺八一建军节，表示愿意加强团结，
促进统一，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
学习。

（据《北京日报》，有删节。）

白居易的
为文与为人

■ 程应峰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伟大
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影
响深远的文学家。

自童年始，白居易就聪颖而刻苦，勤于读
写，读得口角生疮，写得手心出茧，以致少年
时光便白发满头。

他做官，颇有政绩。在杭州任刺史期间，
发现有六口古井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以解
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对于西湖淤塞，农田干
旱，他着力修堤蓄积湖水，舒缓旱灾造成的危
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
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白居易离开杭
州时，将一笔官俸留于州库作为治理基金，以
备周转。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起事破杭
州城之时，文书被焚烧散失，基金也不知去向。

他为文，直面现实。提倡“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为君、为臣、为
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总是
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
悲一事”，主题鲜明。如《琵琶行》与《长恨
歌》，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
构全篇，对颇具戏剧性的马嵬坡事变，作者寥
寥数笔带过，在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氛围上
加以渲染，泼墨如雨，以情将声和事紧紧连系
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铺陈始
终伴随着沁人心脾的情感力量。以独特的意
象营造恰到好处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
《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
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
茫江浸月”等，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
肠的铃声组合成动人心魄的场景，以瑟瑟作
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
画面，所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让人一
不经意就深陷其中。在一些诗文中，他常以
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
术效果，使权贵读之切齿、扼腕、色变。

他做人，不畏权贵，就事论事，直言上
书。连赏识他的皇帝，他也敢当面指出其错
误。唐宪宗虽然明白白居易的一片忠心，仍
感不快，他向李绛抱怨：“白居易这厮，是朕拔
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正因如
此，他多次被重用，也多次被贬。其中一次，
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就是因为宰相武元衡遇
刺身亡，白居易主张缉拿并严惩凶手，被认为
是越职言事。有人找他的茬，说他著有“赏花”
及“新井”诗，有害名教。为何？因为白居易的
母亲是看花坠井而亡的，竟能写出这等文
字。事实上，白居易咏花及新井之作在先。
自此之后，他“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
心”，行事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

因为“耿且直”的缘分，白居易和元稹感
情甚笃，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尽兴，一起在中唐
诗坛掀起波澜，一起在朝廷做官，二人好得形
影不离，可谓倾心之交。他们流连于丽山秀
水，花前月下，有诗为证：“花下鞍马游，雪中杯
酒欢”“月夜与花时，少逢杯酒乐”，“春风日高
睡，秋月夜深看”。

晚年白居易，多作闲适诗，意在“独善”，
“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闲
逸悠然的情调。如白居易有诸如“相争两蜗
角，所得一牛毛”“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
寄此身”等句，为芸芸众生津津乐道，常常用
以为了却人生纷争的警语。更有“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等千古警
句，更是笔到意到，发人深省。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云：“缀玉联珠六十
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
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
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读着白居易的诗文，元好问也感叹：“并州未
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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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夕
的

八
一
建
军
节

■
郑
学
富

史
话
春
秋

解元，作为中国古
代科举考试的一个专
有称谓，指的是乡试第
一名。为鼓励士子刻
苦攻读，各地纷纷建解
元坊以彰显其功名。
海南也不例外，自宋朝
以来，先后有不少解元
坊得以倡建。解元坊，
见证了海南科考的高
光时刻。时至今日，静
静矗立的解元坊作为
一种历史文化遗存，依
然引导着人们回溯“海
滨邹鲁”昔日的辉煌。

（局部）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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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弘诲画像。

海南第一位解元符确画像。

定安解元坊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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