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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了千年，卻一夜被廢
甲午戰敗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痛苦的開
端。作為從戰爭與議和裡踉蹌走來的親歷者，
李鴻章這樣追論甲午中日戰爭：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
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
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
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
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
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
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
相破露，不可收拾。”
三十多年之前被列強欺侮生逼出來的“自
強”與“求富”，其要點在於“師夷長技”，
借用西人之技術，守護中國之固有。甲午一敗
，“真相”露出，徹底摧毀了洋務一派的幻想
。
一向為人輕視的東方島夷，竟然在一場戰
爭裡打敗了中國，這對當時國人的刺激太大了
。日本人是靠什麼贏了這場戰爭呢？時人給出
的答案就是兩個字：變法。日本人正是通過明
治維新，變用了西法，從而完成了蛻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的勝利反倒為中國
提供了變法圖存的案例和說服力。
於是，中國人開始審視身邊熟視已久而又
習以為常的事物和現象，從熟識之中尋出不合
理，從日常之中尋出不尋常，以期舍舊圖新。
近至“二百餘年來之歷史”，遠到“二千年來
之政”，武備、財賦、科舉、縉紳、漕運、農
事、水利、民智、心術、文字等等無一不遭到
懷疑與質問。所謂“能變則全，不變則亡”。
變法之風刮遍朝野上下，而作為中國行了
一千三百餘年的最大的“舊道理”，科舉也到
了不得不變的時候。
1898 年 6 月，康有為在頤和園應召，面見
光緒皇帝。
康有為自光緒十四年（1888）起就一直想
要進入政治的舞臺，挽救民族之危亡。上書皇
帝，上書徐桐，上書曾紀澤，拜謁翁同龢，年
輕的康有為，一路叩門，一路碰壁。出都之日
，憤然寫下“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
得”的詩句，一腔熱血難以抒發。而如今，他
就站在皇帝面前，接受皇帝的質詢，陳述著自
己的主張。
他對光緒皇帝說: “台遼之割，不割於朝
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
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
，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直接將甲午中
國戰敗的原因歸咎於八股誤國。
光緒帝明確表態贊同，並且補充道：“西
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
致此。”
康有為問道：“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
乎？”皇帝說：“可”。康有為繼續說道：
“上既以為可廢，請皇上自下明詔，不要交給
各部議論，如果交由他們議論，守舊的大臣必
定反駁。”光緒依然贊同：“可”。
此番君臣對話，十分耐人尋味。八股文禍
國殃民，要為割地賠款等失敗負起全部責任，
言辭十分之激烈，似乎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
可見二人變革的決心。一個有為的皇帝，和一
個受到重用的變法者，他們在甲午戰敗之後興
起，正欲大展宏圖。
不久之後，光緒帝便頒佈了廢除八股詔令
，改科舉、興學堂漸成朝野聚焦點。此後科舉
改革的目標，是要將無用之學改為有用之學，
以救亡圖存、匡時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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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關於科舉的改革早在康乾時代就已
經開始了。康熙二年至六年，就曾廢止了八股
文。但周而復始，其弊端始終都在。
科舉自誕生以來，以力行公平促成政權的
大幅度開放，為士人造就了“白衣公卿”的可
能。為了保證公平的選舉，考試內容由詩賦變
為經義，由經義變為《四書》，之後又由《四
書》推演出八股文體。知識標準一變再變，逐
漸走向狹隘，形成了一種最開放的選官制度與
一種最不開放的思想環境共存於一體的局面。
選舉雖然面向大部分人，可是選出來卻都
是“無用之人”。乾隆朝軍機大臣鄂爾泰曾一
語道破天機：“非不知八股為無用，而用以牢
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
學校則與科舉有根本的差別，前者重在育
材，後者重在造士。學生所追求的是學問，生
員所考慮的是背誦經義。因此光緒才會感歎中
國盡是“無用之學”。
甲午戰敗之後，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開
始主導科舉的改革。
1896 年，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論
科舉》，他認為“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
，惟科舉為第一義。”並提出改革三策。上策
是“合科舉於學校”，這實際上是主張廢除科
舉，以學校為取士之源。中策是開設實用的科
目，招攬實學之人。下策是考試要注重策論，
不要只是重視八股文。
1898 年，由於維新志士們的宣傳，變通科
舉的聲音達到了高潮。朝廷內外紛紛上書，請
廢止八股、改革科舉制度。皇帝也反應迅速，
立即表態贊成。
在此之前，維新派並不敢奢望事情會進展
得如此順利，除上達天聽外，主要精力放在接
觸那些贊成變法的疆臣上。比如為人穩健的張
之洞，就與維新派十分談得來。他們在變科舉
方面不乏共識，張之洞曾經對梁啟超說：“
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他所撰寫的 《勸
學篇》第八即為變科舉。只不過措辭稍微委婉

一點，謂之“斟酌修改”，但主張卻與維新派
的要求大體相同。
1898 年 7 月 4 日，張之洞與湖南巡撫陳寶
箴聯名呈上《妥議科舉新章折》，就廢八股之
後如何改進科舉制度，提供了全面的方案。
7 月 19 日，光緒皇帝發佈上諭，以張之洞
的設計為藍本，頒佈廢八股之後的新科舉方案
：第一場考試，考察中國歷史與政治；第二場
考試，考察西學和時務，包括世界各國之政治
；第三場才是四書五經。
通過考試內容和場次的安排，引導士子重
視西學和實學，如果應試者不能跟隨趨勢，第
一場開始就遭淘汰。但同時不廢經學者，才能
最終取中，也彰顯了中學為體的要求。這一設
計可謂是煞費苦心，雖然連梁啟超的下策都沒
做到，但是這樣比較容易被那些生員所接受，
引起的社會動盪就小得多。
至此，關於廢八股、改科舉的爭論終於告
一段落。康有為、梁啟超的激進改革運動，被
張之洞的“穩健方案”所取代。可惜的是，這
樣溫和的改革很快就遭遇了戊戌政變。政變發
生在 9 月 21 日，慈禧首先解決的是軍政大權問
題，到了 10 月 9 日，便有太后懿旨，對基本上
尚未著手進行的科舉改革開刀了。
終究還是曇花一現。等到清廷再次重視科
舉改革之時，已是庚子事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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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八國聯軍進京師，慈禧在顛沛流
離中逃往西安。
之後，在《辛丑合約》的屈辱面前，即便
是再頑固不化的人，也知道不變法不足以應變
局、救時艱，甚至連清廷都保不住。於是，戊
戌新政腹死胎中兩年之後，慈禧在西安發佈新
政上諭，廣泛搜求徵集中外官員的變法意見。
一場史稱“清末新政”的改革開始了。
雖然朝廷宣佈變法，但兩年前戊戌政變的
陰影仍然籠罩在士人和官員心中，這使他們不
得不費心揣摩朝廷的意圖，以至於在規定的兩
個月期限內竟然沒有一個督撫大臣複奏。

余人，每日功課亦不認真，徒存大學堂外觀而
已”。這是腳踏兩隻船。

則臣一無所知。可見取士非由學堂不可。但科
舉不停，則學堂仍不能大興。”

有考生在策論中，將“法國皇帝拿破崙與
英國名將威靈頓戰於某地”解釋為威靈頓手拿
破壞之輪，而將德國宗教改革的路德當成仁在
堂所賣藥品的商標路德。這是所謂“洋八股”
。

慈禧問道：“若廢科舉，又恐失士子之心
，將如之何？”

新舊交替之時，人們對“舊道理”有著慣
性的依戀，再加上科舉考試程式相對完善，應
試舉子們又是輕車熟路，自然憧憬嚮往。學堂
成效太慢，所學的知識又涉及聲光電及西方各
國政治，遠不如三年一試的科舉簡單。因此，
只要科舉的機制還在這裡，那麼它對學堂學生
的吸引力便不會磨滅。學生不安心在校學習而
熱衷於追逐科舉功名，使得學堂的教學秩序不
斷受到干擾，難以維持正常的教學運作。
這是袁世凱、張之洞等人認為科舉妨礙學
堂的緣由所在。

知權達變的張之洞也一直在觀望，接到上
諭之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希望弄清其來路：
“何人陳請？何人贊成？”隨即他從多種管道
獲悉此諭出自“聖意”，由軍機大臣榮祿和戶
部尚書鹿傳霖“贊成”。

《萬國公報》曾列舉了當時新學面臨的多
重阻力，其中就包括：經費之不足、良師之難
得、延請之教習不當、中西課本之未定等等。
簡而言之，就是錢不夠。

然而張之洞還是抱有疑惑，他雖然從鹿傳
霖處得到朝廷“決無成見”的說法，但鹿傳霖
莫名其妙地加了一句“不必拘定西學名目，授
人攻擊之柄”的忠告，又讓張之洞背脊發涼，
不由得束手束腳。

新學堂是學外國的，到處都要花錢。教學
器械要花錢，教科書要找人編寫，還要根據時
事修改，同樣花錢。學堂裡的學生要學體育、
學英語、學聲光電，這些都是原來私塾的教師
教不了的，必須從外面高薪聘請。對於很多地
方來說，學堂就是一隻吞金的猛獸。

在疑惑之中，清廷的新政緩緩開始。問題
還是戊戌年的那些問題，關於變法的措施幾乎
也與兩年前一模一樣，只不過拿過康有為等人
的接力棒的是清政府的一些朝臣和疆吏。
1901 年 1 月 13 日，山東巡撫袁世凱致電張
之洞等人，率先提出樞臣與疆吏合力共挽危局
的對策。接著，兩廣總督陶模在 2 月正式呈遞
了關於新政的第一份奏議《奏請變通科舉折》
，打響了第一炮。
4 月，袁世凱上奏，建議逐年減少鄉試的
名額，另增實學一科。減少的名額，加在實科
之上。張之洞緊隨其後，贊成科舉減額，十年
之後，舊額減盡，所有士人全都出自學堂。這
一招可謂是釜底抽薪，目的就是要緩停科舉。
歷史便是如此諷刺。按照張之洞原來的變
科舉思路，應該比康有為廢八股改策論的激進
策略要保守許多，似乎科舉只是在內容上略作
調整，形式上可以基本維繫不動。可是僅僅過
了幾年，張之洞反倒成為那個激進的人。
然而清廷還是那個頑固的大本營。大人們
只是支持辦學堂，對於停科舉依然是謹慎小心
，僅選擇能夠表明改革決心而又影響不大的舉
措來應付。
那些相對激進開明的督撫大員急了。
曾經的科舉落榜者，當時的直隸總督——
袁世凱，再次找到張之洞，主稿了一篇奏議，
催促朝廷儘快將科舉減額，明確指出科舉不廢
，則人人有僥倖觀望之心，無人肯上新式學校
學習。
張之洞本想串聯更多的督撫聯銜會奏，但
袁世凱急於求成，並未照辦。兩位朝廷重臣的
奏議，還是如同打在棉花上的拳頭，得不到回
應。
朝廷裡反對的聲音也漸漸大了起來，都在
諷刺袁、張二人得罪列祖列宗。當時身在中樞
的王文韶甚至說：“老夫一日在朝，科舉一日
不得廢。”
至此，形勢依舊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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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雖然多次力促興辦學堂，不少地區的
情況仍不盡如人意。廢八股而不廢科舉，學堂
教育就只能在夾縫中求存。也就出現了種種亂
象。
湖南巡撫趙爾巽欲將省城諸書院改為學堂
，被湘中士紳竭力勸阻。這是地方阻力。
河南禹州三峰實業學堂，教學仍仿照舊式
書院聘請“山長”，主要課程竟然是講解《論
語》。山長不禁自嘲“蓋名曰實業學堂，而所
講並無實業，不足應學務處之調查也”。這是
掛羊頭賣狗肉。
新學堂入學者踴躍，但每當會試期到，大
部分人因家長的督促或者出人頭地的自覺，還
是將主要精力傾注於科舉，甚至停學在家，準
備考試。在科考期間，就連京師大學堂的“學
生均已紛紛赴汴鄉試，兩館所存學生不過三十

科舉制下的私塾是一種低成本的教育。士
子們看的書可以是幾百年前的，甚至是幾千年
前的。請的老師大都是經歷科場的老人，有著
豐富的應試技巧。如果說辦私塾只需要十兩銀
子就可以運作一年，那麼學堂聘請一個老師可
能就要十兩銀子。
錢從哪裡來？
雖然清王朝號稱帝國，但是清政府是個實
實在在的小政府。它的管理模式更像傳統的無
為而治，用極低的管理成本，治理廣袤的國土
。它能在中國大地落下腳跟，很大原因就是
“永不加賦”的政策。國家不與民爭利，減少
作為，這樣就能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
然而，當外國的堅船利炮叩響國門，清政
府沒辦法安穩下去了。外來的壓力逼得中國人
去競爭，去“富國強兵”，而這一切都迫使清
政府向一個有作為的政府轉變。
辦海軍要錢，辦製造局要錢，辦學堂也要
錢，還要抽出一部分給皇室的奢靡消費。這些
錢都要從政府手裡出來，政府沒有就只能向民
間籌款，或者向外國借債。借債是賣國，向民
間籌款又會激起民變。

張之洞回答：“廢除科舉之後，不便的人
只是三四十歲的老生員，年力富強者都可以入
學堂。而三四十歲的老生員也可以當小學堂之
教習，並非科舉一停，就無事可作。況且並非
當下立刻罷廢科舉，三科之後，不能登第的人
都已經五十歲了，還能再科舉嗎？所以不必擔
心士人之心。”
好說歹說，慈禧這才同意。
然而 1905 年又發生了一件事，徹底打亂了
張之洞的計畫。這一年，《辛丑合約》規定的
京師五年禁考即將解禁，鄉試要開始恢復，朝
中竟然有人說要重修貢院。
師貢院是清廷舉行會試之所，千萬士子心
中的聖地。這次修復京師貢院的討論，正值清
廷批准漸停科舉的次年，時間點相當微妙敏感
。一向老成持重的張之洞驚駭不已。他本人曾
歷任數省學政，主管科舉事務，深知貢院與科
舉的關係非同尋常。他驚呼：“如此則天下學
堂不必辦矣，自強永無望矣。”
因而，更劇烈的要求由袁世凱等人提了出
來。1905 年 9 月 2 日，袁世凱會同盛京將軍趙
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
總督岑春煊與湖南巡撫端方上折，請立停科舉
，以廣學堂。
當時，日俄戰爭爆發不久。戰爭雖是為解
決日本與俄國之間的矛盾，但戰場卻在中國，
所爭者為兩國在華權益，而清廷竟宣佈中立，
這不但是大丟臉面的事，而且也是明顯的亡國
之兆。
更何況，一向以老大自居的沙皇俄國不敵
新興的日本，國人立馬產生立憲政體優越的觀
感和印象。日益加深的危機，使國人無暇繼續
討論中西新舊的優劣短長，從容觀察學堂、科
舉的孰是孰非，朝野上下實際上接受了全面學
習西方的主張，以免在全球競爭中落入被淘汰
的境地。
漸停定議僅一年多，便迅速跳躍到廢除，
並非全國學堂發展良好，完全可以取代科舉，
水到渠成的結果，而是時局已經到了危險的時
刻。除了日俄戰爭的衝擊以外，立憲的呼聲已
經到處可聞，華興會、光復會與同盟會相繼成
立，革命已是近在眉睫之事。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不得不在一些非致命
性的問題上作出讓步，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
批准了袁世凱等六位督撫聯銜的奏議，下令廢
除科舉。

這基本上是一條不歸路。不改革就是死，
可是改革需要用錢，而清政府既沒有錢，也沒
有花錢的能力，這基本上也是條死路。

至此，延續一千三百多年、與無數士子的
前程命運息息相關的科舉制度，由清廷正式宣
告終結。

張之洞、袁世凱緩停科舉的計畫是好的。
科舉與興學堂並行，本為培養與選拔人才相輔
相成之正道，在初期出現一些亂像是一件很正
常的事。可是清朝沒有時間了，人們急於觀看
改革成效，急於拔擢匡時濟世之才以救亡圖強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掌權的督撫們認為，要
走出這個怪圈，唯有以斷臂的形式突破僵局。

士沒有了，產生了大量的知識份子。不少
年輕人，讀過一些書，又無法繼續深造。以前
的讀書人大都在農村，後來學校集中在城市，
農村已經沒有出路了。他們不願意呆在農村，
在城裡又找不到工作，還看到國家一步步的衰
落。個人和國家的命運都不明朗，很多人便選
擇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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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清廷不得不選擇的一瓶毒藥。這次
倉促的廢除，也給後世留下足夠多討論的空間
：該不該廢？該何時廢？該如何廢？

1904 年 1 月 13 日，張之洞、張百熙、榮慶
在上奏《重訂學堂章程折》、進呈《奏定學堂
章程》時，附上《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
。這是新政時期第三次聯銜奏請遞減科舉。
這份奏議主張自 1906 年起，科舉每科分減
名額三分之一，等到十年三科後名額減盡，立
刻停止鄉試。以後生員即可盡出於學堂。此奏
還是之前的老辦法，採用漸進的方式將科舉制
消餌於無形。
在中外的壓力之下，清廷最終還是鬆口了
。因為慈禧也明白，廢不廢科舉只是兩個毒藥
選擇其中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慢性死亡總
比被外國或者內部推翻要好。
慈禧未必不知道科舉之弊端、改革之必要
，但主要還是想的是清王朝的統治。她“意欲
竟廢科舉，則恐擾亂天下士心，不廢科舉，又
恐學堂學生不肯向學”，只好同意減額漸停。
據說張之洞與慈禧曾有過一次對話。
張之洞在接受慈禧召見時說：“現在改試
策論雖較八股為有用，然亦究屬空言。比如，
臣就是以八股得功名者，今日若進場考試，也
不是不能寫策論。可是要問臣以聲光電化學，

只不過，時人是振奮的。《萬國公報》
1905 年 10 月號《中國振興之新紀元》一文評價
廢除科舉制度的意義：“立廢科舉一節，取數
百年來敗壞中國及近日屢蹶屢起根深蒂固之附
屬物，一旦拔棄之，是真中國歷史上之新紀元
，而東方大局之轉移在此矣。”
科舉的廢除給當時人的感覺就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早該廢了，但是突然廢除又有點
激進。可以說，想要廢科舉的，非必廢科舉之
人，而不想要廢科舉的，也不都是頑固不化的
人。這就是科舉存廢背後新與舊之間的糾纏。
後來，張之洞有些後悔這個決定，誰也沒
想到這個穩健改革者最後卻選擇了激進的療法
，親手推動國家向“新”進發。而 1913 年，早
年的變法者康有為追悔“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
”，引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原來的激進
者在二十年之間，掉頭而走，悔不當初，不肯
再與“新”相往還。守舊者棄舊作新，革新者
嫌新愛舊。
時代的跌宕起伏下，新與舊、中學與西學
，還要在這片土地爭論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