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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史上
第一个状元和
最后一个状元

揖开栏语铱
几乎每个人都有 18 岁遥 18 岁袁对于个体来说袁意味着成人和责任袁也意味着要离开
父母的呵护开始行使公民的权利遥18 岁袁对于父母来说袁意味着分离和不舍袁更意味着期
待和希冀遥 父与子尧母与女袁在 18 岁交织出感人的亲情袁动人的书信遥
从本期起袁本报开设野18 岁寄语冶栏目袁为岁月袁为亲情袁为未来袁留下心语袁留下印
记遥 欢迎父母和孩子踊跃来稿遥 来稿请寄院Esther0329@yeah.net

吾儿院
这是你 18 岁成人之际
父母送给你的真诚祝愿袁见
字如晤遥
18 年前袁你呱呱降生袁带
给我们这个家庭无限的幸福
和希望遥
18 年间袁 你留下自己第
一段人生轨迹袁从一个婴儿袁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遥
18 年来袁 作为父母的我
们袁 总是希望可以对你有更
多甜蜜的陪伴袁 更多有益的
教诲遥
逝者如斯袁不知不觉中袁
18 年过去了遥转眼间袁你已经
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袁
迎来了自己的成人礼遥 我们
纵有万般不舍袁 也无法把你
留在甜美的青少年时光里遥
所以袁 我们由衷地为你高兴
和自豪浴
人生或许本来没有意
义袁 但是开始了就必须找
到人生的意义遥 所以袁在你

18 岁 成 人之 际 袁 我 们 送 给
你五个词袁 希望可以帮助
你找到人生的意义袁 确立
人生的价值遥
第一个词要要
要正直遥 正
直是对自己内心价值的永恒
标准遥 永远追求正义和公理袁
不向邪恶低头袁 永远保持追
求光明的眼睛遥 正气浩然袁是
一切力量的源泉遥
第二个词要要
要善良遥 善
良是人与外界交流沟通的基
本准则袁 是对待他人的基本
态度袁 也是他人对你的基本
态度遥 人总是生存于社会系
统和环境中袁 善良是你安身
立命的天道遥
第三个词要要
要勇敢遥 现
实世界复杂而多变袁 自古以
来就是正邪两立遥 维护正义袁
不惧邪恶袁坚持自己袁唯有勇
敢浴 人生不易袁艰难困苦袁百
折不挠袁唯靠勇敢遥
第四个词要要
要坚毅遥 人
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袁确定

原则尧 树立目标都不难袁难
的是矢志不渝袁 持之以恒遥
人生的信仰和追求都要靠
坚毅的意志品质去成就遥 许
多伟人之所以伟大袁都是因
为他们如此坚毅袁不惜用一
生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遥
第五个词要要
要自信遥 你
永远要打开自己袁与外界进
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遥 这样
才能不断增长见识袁取长补
短袁新陈代谢袁永远进步遥 自
信是这一切可持续发展尧可
持续成长的基础遥 自负和自
卑都是不健康的心态袁会导
致自我封闭袁 愚昧无知袁甚
至误入歧途袁绝不可取遥
最后袁 我们想提醒你的
是袁 人世间终究会有公道正
义袁 但也绝不会是简单的黑
白分明袁善恶自报遥 正如老子
所言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遥 人行天地袁自成一杰袁愿
理想之光照亮你前行的道
路袁 愿正义之魂赋予你奋进

的力量袁永远不怨天尤人袁永
远不信鬼求神浴 人生如逆旅袁
我亦是行人遥
人生就是一个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的过程袁上进不
是为了什么袁它是一种生活
方式遥 18 岁的你袁要挥手告
别被重重保护起来的青少
年时期袁今后将要勇敢地独
立面对社会和生活袁去开创
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袁成为
一个正直尧 善良尧 勇敢尧坚
毅尧自信的人遥 我们想袁这应
该就是你最大的人生价值袁
其他一切所谓外在的成功
都不重要遥 我们由衷地祝福
你拥有属于自己的尧幸福而
有意义的人生遥
吾儿袁不管你长到多大袁
你永远都是我们最亲爱的孩
子浴 我们永远爱你浴 我们一家
人永远在一起浴
爱你的爸爸妈妈
渊北京四中高三生家长 刘 娜冤

行走人生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教师
十多岁的时候袁 伴着夕
阳余晖袁伴着月上梢头袁红色
小方桌前的晚饭就结束了遥
妈妈麻利地收拾完餐具袁我
们开始饭后散步遥 小城市是
宁静的袁 走在方砖铺成的人
行道上袁 已经少有汽车疾驰
而过袁 更没有嘀嘀不休的鸣
笛声曰小城市是温馨的袁左邻
右舍袁亲戚朋友袁吃完饭大多
出来溜达溜达袁 见了面打个
招呼摆个手袁 有事就站在习
习晚风中唠会儿遥 爸妈喜欢
在饭后绕着走两圈袁 既是锻
炼身体也是散散心遥 我有事
没事就爱缠着妈妈袁 从厨房
到菜地再到院子外袁 能跟着
妈妈出门遛两圈袁 在我是极
快乐的消遣遥 就是这样的散
步袁 伴我走过了人生的十八
岁袁 少年的许多快乐与烦恼
就在这走一走的过程中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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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远袁 而我贴着大地母亲渐
渐走远袁 脚印竟绵延向了从
未想过的远方遥
过了 18 岁袁我就上了大
学袁远离了故土袁行走在异地
他乡遥 大学四年里袁我行走过
很远很远的路袁而陪伴我的袁
不再是父母袁换成了他遥 女孩
子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袁 再长
的路都在与恋人行走的过程
中变得很短袁话还没说完袁怎
么就走到宿舍门口了呢遥 所
以袁 我们袁 常常伴着暮色月
光袁选择一条略微安静的路袁
久久地走袁 从月色浅淡走到
夜色深深月儿明亮遥 犹记得
那个秋雨过后的傍晚袁 我们
从一个校区走到了另一个校
区袁 近一个小时的行走却排
遣不了内心的烦闷袁 考研的
压力逼迫得我想放弃袁 而他
则鼓励我院走了那么久袁应该

韩丽

坚持到最后遥 有人说寻找恋
人就像残缺的圆寻找自己缺
失的那一部份袁有道理啊袁有
了他的陪伴袁 人生多了一份
行走下去的勇气遥
再后来袁 我又开始了一
家人的饭后散步袁 只是陪伴
我的袁不再是我的爸妈袁而是
我和他袁为人父母袁陪着我们
的孩子遥 除了饭后散步袁我们
也会徒步行走很远袁 就像昨
天袁在顺义国际鲜花港袁我们
没有选择观光车自行车袁而
是选择步行袁 走过那一片片
花海遥
近两个小时袁 我们在一
种缓慢的节奏中袁 享受现代
繁忙都市中难得的轻松遥 只
有在缓步行走间袁 你才能看
到层层花瓣袁嗅到种种花香袁
才有机会置身花海任由花儿
包围着环绕着簇拥着你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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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恍若花仙子左右撷英的
幸运遥 行走花草间袁随着淡淡
花香放慢脚步袁 任由凉凉秋
风游戏发间袁 与孩子拍几张
照片袁捉几回蚂蚱袁在孩子的
童趣中回望自己的童年身
影遥 童年尧少年尧青年袁匆匆忙
忙的袁我已人到中年遥 心中旧
事模糊了眼前景致袁 心中事
与眼前景交织起来袁 人也变
得轻松了袁 这就是行走的美
妙体验吧遥
走一走袁 遛个弯儿袁这
么多年袁 走过了许多路袁陪
伴了一些人遥 路在变袁人却
都在我的心间袁组成我的生
命袁 我在他们的陪伴下袁走
过年少袁走到中年袁走出故
乡袁走入他乡遥 脚下的路延
伸向远方袁我在温暖的陪伴
中行走袁匆匆人生旅途中多
了一份轻松遥

北京教育考试院 樊本富
科举考试发轫于隋朝遥隋炀帝大业元年渊公
元 605 年冤袁始建进士科袁此后经唐宋元明清袁迄
光绪三十一年渊公元 1905 年冤废科举兴学校袁历
时 1300 年袁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培养和选拔
人才的主要渠道遥 野高中状元冶尧野大魁天下冶袁是
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和目标遥 所谓 野状
元冶袁就是进士科的最高一级考试要要
要殿试一甲
第一名的称谓遥
那么袁 在中国社会存在了这么长时间的一
项选拔考试中袁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状元是谁呢钥
在隋朝袁科举考试虽然开科几次袁但由于历
史湮没袁 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没有留下状元的
任何资料遥到了唐高祖武德五年渊公元 622 年冤袁
朝廷任命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袁考
取进士四人袁第一名是孙伏伽袁这就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有名可考的状元遥
孙伏伽袁贝州武城渊今山东德州武城冤人遥据
有关史料记载袁孙伏伽在隋朝就考中进士袁并涉
足官场遥孙伏伽在隋炀帝末年袁成为京畿西安的
法曹渊县级司法部门部长袁相当于法院院长兼公
安局长冤袁负责审理刑狱袁督捕奸盗袁查办赃赂袁
成为西安颇有名望的官员遥 李渊在长安建立唐
朝后袁孙伏伽识时务地降顺了大唐王朝遥唐武德
五年袁唐朝举行建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袁孙伏
伽在角逐的 30 名举子中名列第一袁由此成了一
千多年来野状元冶行里的第一人遥 孙伏伽中状元
后赐男爵袁食邑乐安袁贞观元年渊公元 627 年冤提
升为大理寺少卿遥贞观五年袁孙伏伽审理一桩案
子不慎失误袁被罢免官职袁不久李世民又重新起
用为刑部郎中袁任职不久袁再度出任大理少卿袁
旋即调任民部侍郎遥贞观十四年袁孙伏伽被提升
为大理寺卿袁 数年后出任陕州刺史遥 永徽五年
渊公元 654 年冤袁孙伏伽年老辞官袁四年后袁即显
庆三年去世遥
在此后的科举历史长河中袁 历朝历代共产
生了几百名状元遥到了清朝末年光绪三十年渊公
元 1904 年冤袁清朝正处在风雨飘摇尧日薄西山之
时袁为了庆贺自己的七十大寿袁慈禧太后置社会
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于不顾袁开科取士袁并
亲点刘春霖为状元遥
刘春霖袁直隶肃宁渊今河北肃宁县冤人袁清光
绪三十年渊公元 1904 年冤甲辰科状元袁因第二年
在袁世凯尧张之洞等高官的强烈敦促下袁清政府
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袁 故刘春霖成了最后一名状
元袁即所谓野第一人中最后人冶遥刘春霖在状元及
第后袁授翰林院修撰袁旋被派往日本留学袁入东
京法政大学深造遥光绪三十三年渊公元 1907 年冤
回国袁历任资政院议员尧记名福建提学使尧直隶
法政学校提调尧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遥辛
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袁 继而出任政府文职官
员遥 1928 年愤然辞官袁在上海尧北京以诗书自
勉遥 1944 年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遥
洞房花烛夜袁金榜题名时遥 千百年来袁人们
把大魁天下尧 高中榜首作为人生最大的喜事遥
但与科举兴衰相对应袁历代的状元受重视程度
也不尽相同遥 唐代初期袁状元并不一定受朝廷
重用遥 唐代状元及第后袁一般只授予九品官职遥
清朝末年袁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衰和科举制度的
没落袁状元的待遇更不及前遥 但在民间的诸多
文艺作品中袁却将野中状元尧选驸马冶大肆渲染袁
至今许多民间戏剧仍常演不衰遥 1977 年以来袁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发展袁状元文化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遥 虽然古代科举与当代高考有着本
质的不同袁 但状元情结总让中国人挥之不去袁
恋恋不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