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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
人。十一岁能诗，二十四岁状元及第，三十七岁放
逐滇云，流离三十余载，终老戍所。生前率解缙、徐
渭合称“三才子”，“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
为第一”①；身后齐名李、苏，“岷江不出人则已，一
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②。一代鸿儒，满
腹经纶，人品才学，备受尊崇。追瞻其一生，历尽沧
桑,笃守方位，奋发于学博才宏，出彩于诚实贤明。

一、旷世才华，源自心力

“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③

杨升庵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堪称一代百科全书式
鸿儒，家学渊源只是外因，勤奋求索才是内蕴。

洽闻博学精于勤。“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
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④其学问造诣，在很
大程度上源于不懈努力。在生之年，著述四百余
种，流传至今一百七十四种，包罗经、史、诗、文、词
曲、音韵、金石、书画、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纵
观成就之斐然，时人难企及，史上不多见。毕生专
注锲而不舍，身处困境心无旁骛，乃集大成之因。
少年即发奋。深受家风熏陶，启蒙时便“奋志诵读，
不出户外”，勤学不辍，“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
成逾百，卷计越千”⑤。年未总角，便“于诸经古书，
无所不通，子史百家音律之言，一阅辄不忘”⑥。孩
提时，学拟《古战场文》，写出“青楼断红粉之魂，白
日照翠苔之骨”名句，广为传诵；学拟《过秦论》，切
中肯綮，挥笔立就，被其祖父杨春夸为“吾家贾谊
也”。垂髫之年，所赋《黄叶诗》轰动京城，被当朝大
儒李东阳称为“吾小友也”，收为门生。人夸“神
童”，自觉“愚钝”，天资聪颖而专注发奋，其不泯然
众人，当非偶然。入仕尤好学。凭“学而优”步入仕
途，更以勤勉问学蜚声同侪。身在机枢，手不释卷，

“居常诵咏古人书，日探索三代以来旧所觌经史子
集百氏之言”⑥，旁征博引、解惑释疑之能，当朝无
出其右。任翰林院修撰时，“益专文事，三载考绩，
同官韪之”⑥。为经筵讲官时，武宗读《文献通考》

《秘书通考》，发现二书分别有“注张”“汪张”星名，
下问钦天监、翰林院，皆莫衷一是，杨升庵历引《周
礼》《史记》《汉书》，证明当作“汪张”，即柳星。“骐
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其博闻
强识，显然功在持之以恒而治学严谨，不辞事务繁
琐而用心好学。困厄亦专注。从朝臣到戍卒，从京
师到边陲，漫长的流放生涯，困厄的环境遭遇，未
能颓废其精神，进而坚韧其心志。困境之中，坚持

“呕心苦志，摹文读经，延搜百氏，穷探古迹，凿石
辨剥泐，破冢出遗忘”③，三十余年如一日，“凡宇宙
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
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
谬”③。仕途不顺，转而矢志学问，终因才学卓越留
名青史。博学则“有明一代，罕有其匹”⑦，文学则诗
词曲文俱佳，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⑧

“三百年来最上乘”⑨，其词堪称“当代词宗”⑩，《二
十一史弹词》被世代传诵。虽然，获取资料渠道狭
窄，博杂专精难以兼顾，其著述未免“瑕瑜互见，真
伪互存”，但是，总体上应该无损“精华亦复不少”

“有明一代，固铁中铮铮者也”⑧的客观评价。“所谓
天才人物指的就是具有毅力的人、勤奋的人、入迷
的人和忘我的人。”好学穷理、老而不倦，无论顺
逆穷达，皆专注于事、锁定于业、精勤于志。其遗今
财富，显然不止编纂的浩繁卷册。

问题导向崇于实。为“治天下”而“知天下”，学
以致用解决问题，是杨升庵的一贯主张和实践。切
齿学问空疏之士风。明代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局限，
导致不少士子选择捷径，往往通过熟读一经，投机
取巧博得功名。更有甚者，买来“坊刻”（八股文“范
文”），改头换面去应试，“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
与官僚之通病”。对一些士子耽于“坊刻”之弊，其
直言针砭：“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稍
换首尾，强半类同”“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
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
不观”。深恶“空学”之人，深爱“实学”之士。任殿
试掌卷官时，发现考生舒芬的策对试卷崇实尚用，
但阁老梁储却将之列为第三，乃据理力争，终使列
为第一，遂成“状元慧眼识状元”之佳话。谪戍后，

“杨门七子”及密切往来之人，了无束书不观、游
谈无根之辈。躬行求实致用之作风。治学贵专，治
世需博。治世之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治学方略
便突出广泛性、针对性，正是这一导向，促成了“博
学洽闻”。特别是遭贬之后，更注重直面难题，逐一
研究。为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缺史籍的问题，主动从
学习民族语言、了解民俗风情、考察河流山川入
手，编纂《南诏野史》《南中志》《云南山川志》等。针
对古书典籍中疑难错漏问题，著作《丹铅录》《谭苑
醍醐》诸书，或予证解，或予纠补。发现注疏经学典
籍需要先通字学的问题，着手研究《说文解字》、文
字音义，开明清学者重视音韵学先河。“‘信信，信
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
者，画于不疑。”其涉猎范围广泛、研究对象繁杂，
单纯就学术角度而言，或有不够专一深入之嫌。然
而，直面问题之“疑”，力求致用之“信”，不仅有助
于学问，亦有益于世教。

实践探索敏于思。“独立性是天才的基本特
征。”杨升庵主张躬身体验、独立思考，强调从实
践获得真知、靠实践检验真知。倡导实践致知。其
认为知识获得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躬阅”，依靠
自身经历；二是“载籍”，依靠阅读书卷，因而自觉
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相统一。儒学延至宋明，
心学盛行，推崇“德性之知”“发明本心”，贬低“见
闻之知”的书籍较多，向来嗜书的杨升庵自然大多
涉猎。通过书籍和现实的类比，发现心学阔论高
谈、避实就虚，既不利于济世，亦有欺民之害，因而
极力主张儒学应“明明白白，平平正正”。特别是贬
谪云南之后，得以更加广泛考察社会，发现所见的
真实与所闻的“载籍”时有偏颇，进而探本溯源、辨

伪存真，由此开启明清史学考信之端，成为考据学
的先驱。注重眼见为实，强调“体之于身”，从而鲜
明提出“闻不若见”“知不若行”的学识验证标准。

“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诚然，生也
有涯，知也无涯，凡事皆以个人“见”“行”为真，或
许片面，但贵知重行、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不可否
认。注重理性思考。在博观群书、汲取前贤思想精
髓的基础上，更重视社会实践中的独立思索。虽自
称是程朱之学的信奉者，但并不盲从，而是苦其心
志，思他人所未思，发他人之未发，对“性即礼”“存
理灭欲”、抑制“人欲”等观点，从是否合乎人之常
情的角度，独立思考而别有见解。认为圣贤和百姓
的本性兼有善恶，“上智不能无人心”“下愚不能无
道心”，鲜明提出“合性情论”，倡言“六欲皆得其
宜”，成为明代摒弃程朱理学糟粕的旗手。据此，明
后期李贽、王夫之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循情以定性”等观点，进一步摆脱宋明理学思想
桎梏，启发了人文意识的觉醒。“学而不思则罔”。
才学，仅属“术”的层次；思想，才是“道”的境界。其
贵行重思，以行的实践促进思的升华，从渊博学问
家向积极思想者进化的历程，无疑具有导向价值。

二、率真性情，发乎品格

性格影响甚而决定命运。或许，即便史上不发
生“议大礼案”，杨升庵也难能仕途亨达，但注定流
芳后世，可谓失之于率真性情，得之于方正品格。

实诚耿介乃忠贞。从来实诚之士，皆以进退得
失为轻，以气节品格为重，言必由衷，行必守信。杨
升庵不出例外。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于学术辨其
真赝，于朋从分其凤鸷，于尚友师其峻特，于专务审
其义命。”不愿左右逢源而虚与委蛇，不肯“内方外
圆”而表里两端；仗义气而直言，秉性情而笃行，乃
其风骨使然。明武宗不理朝政，上《丁丑封事》切谏
无果，气愤之下，假托身体有病，自求罢官回乡。明
世宗听信桂萼、张璁的主张并重用二人，为“议大
礼”做准备，他义正辞严上疏“臣等与萼辈学术不
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
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暨超擢萼辈，不
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①，鲜明
表达君子小人不并立、正论邪说不并行的坚决态
度。受云南布政使之托编《云南通志》，一当地权贵
与当朝宰辅张璁交往密切，以此胁迫并许以重金，
请求曲笔溢美身世，其断然拒绝，直到被迫离开昆
明也未妥协。居永昌卫，豪绅以珠玉珍宝换其字画
不可得，而身在下层的村夫野老、歌女舞妓，不费毫
厘之资，每每获得。横眉冷对所憎，俯首以交所爱，
恶恶善善不发违心之言，甘于困顿不失率真之心。
其为人为官，仕途受阻，遭“小人构陷”，也许正是因
为过于耿介。而观其一生，以势利眼光评价，或算固
执而不识时务，以品性标准衡量，应属从容而别有
气节。抱守初心，立场恒定。杨升庵毕生正心而诚
意，始终皆如一，纵使尴尬碰壁，也未明哲保身，决
定了命运坎坷，演绎了精彩纷呈。嘉靖三年七月，与
学士丰熙等再上《议大礼疏》，率众撼廷门哭谏，十
日之内两次被廷杖，毙而复苏，直至被谪滇南。挨打
也罢，遭贬也罢，不改忠君以义之初衷，并无事君以
谀之嫌疑。前有其父杨廷和“常守三缄口，常怀一寸
丹”“端做闲官，只守闲官”的谆谆告诫，后有“七十
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
到翻为滇海囚”的落落遭遇，皆是其平生不说违心
话、不做昧心事、不掩饰本来品性的尚好注脚。不
然，作为科举状元、宰辅之子、闺阁近臣，若遭挫折
之后略能折中，稍肯逢迎，结局岂是老死边陲？谪戍
三十五年间，无年无人甘冒杖责、下狱、流放甚至杀
头之祸上书朝廷，请求宽宥其罪；辞世数百年后，其
举止犹为人津津乐道，足以说明实诚耿介的品性，
任何时代都不乏社会认同。

怜民扶弱方仁者。强者之强，时常体现于对弱
者的深切同情。和所有享誉后世的士大夫一样，杨
升庵始终抱持仁者情怀，系心社会底层、关爱黎民
百姓。爱民忧民。出身贵胄，却俯身民间，由己及
人，体察民瘼，其爱民之情发自肺腑，更无装模作样

之痕迹。作为文人士子，眼中不止风花雪月，而是目
光向下，心怜弱者，其忧民之心更显真切，并无隔靴
搔痒的敷衍。观其《海口行》《后海口行》《宝井篇》

《滇池涸》等大量叙事诗，讽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
官欢喜海夫怨”之类劳民伤财、横征暴敛的苛政，直
书“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唯愁军饷急，松茂正
干戈”，反映百姓即便遇到丰年也不得温饱的现实，
呼吁轻徭薄赋、善政惠民，营造“亿兆歌舞如更生”
的安居乐业社会环境。这些诗文脍炙民口、契合民
意、深得民望，正缘于其自视黎庶一员，为黎庶发
声。亲民惠民。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
远”，皆尽心竭力，为民请命，为民谋福，显见其“民
本”之心。嘉靖元年，其奉世宗之命使蜀，代祭江渎
神及蜀蕃诸陵寝，归朝所献《江祀记》写道“是知天
咫，焉知民则？福在和民，和民在善政。善政则神依，
失政则民罔依”。直言劝谏当政者应以惠民利民为
重、祭神敬神为轻。贬谪之后，犹以戴罪之身，时常
为民鼓呼解难。嘉靖二十五年，安宁州官欲加征州
民盐牛税，与民争利，“公言于当道，得免。”嘉靖三
十一年，云南巡抚拟征民丁，再次修浚海口，百姓深
苦之，其深叹“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上

《与巡抚赵剑门论修海口书》，谴责地方官借浚海之
名谋利自肥，“浚海乃罢”。杨升庵殁，百姓自发为其
塑像，供奉于多处祠堂庙宇。敬民者，民恒敬之；爱
民者，民恒爱之；亲民者，民恒亲之。历史跨越数百
年，其足迹所至处，仍多流传智斗权贵、愚弄劣绅而
为民谋利的佳话，或许是对“为民做实事，远在功名
利禄之上”情怀的公允评价。

胸怀豁达自乐观。智者不为行役，贤者不为时
拘。从翰林修撰到边陲戍卒，巨大的人生落差，数十
年羁旅生涯，杨升庵漂泊而不落魄，命舛而无牢骚，
足见豁达、乐观的情怀。一生明辨是非，一时放下是
非。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却又拿得起、放得下，彰
显其胸怀雅量。放逐期间，潜心学问，“藏智若愚，敛
辩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与人衔接，慷慨率真，
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
虚日”⑥。“议大礼”决定了人生历程的急转直下，但
其是是非非，心头能迅速撇开，正如其诗所表“怨诽
不学《离骚》侣，正葩仍为《风》《雅》仙。”如果为此
耿耿，时怀屈子之牢骚、贾生之怨谤，岂能怡心山
水、托兴酒边，着意文章、陶情词曲，功未立于庙堂，
名却满于江湖。当然，放下一时争论，并未模糊历史
评判。因为洞明“是非成败转头空”，才把“古今多
少事，都付笑谈中”。因为深信“青山依旧在，几
度夕阳红”，才能“惯看秋月春风”，像一个旁观者
面对一时是非，从而顺其是非验证时间，赢得释怀
空间，找到超脱出路。心不混淆黑白，眼能容纳黑
白。跳出非黑即白的窠臼、非此即彼的定式，内心守
住“君子小人不并立”、泾渭分明的底线，眼光达到

“以世眼观无真不俗，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黑白耦
合的境界，彰显其见识厚重。三十余年背井离乡，却
平和自号“滇南戍史”“逸史氏”“金马碧鸡老兵”；戍
边远离朝廷，一腔报国之志消磨于山水，就安心做

“博南山人”“洞天真逸”。甚而“泸州尝醉，胡粉傅
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
不为怍”，特立而独行。其能如此，或说是故意佯
狂，以掩当政者耳目。但仔细考察，性情如此洒脱不
羁、乐天知命，繁文缛节岂能约束其身，世俗眼光岂
能窥探其心，沧桑冷暖岂能迷失其真我。“天之顾
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冲而
盈，宠为辱，平为福耶！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
安，可谓云尔。”一生坎坷，到头却将经历中的混沌
昼夜都看作通透时日，感恩知足；逆顺、祸福、宠辱、
生死，只作寻常。如果“长戚戚”，哪能“坦荡荡”，身
后被尊为“杨戍仙”？

三、溢彩人生，因守方位

出彩的人生并不以道路坎坷为前提，历史的
长河却一再验证：不迷失方位的舟船才能避免搁
浅沙滩的宿命。杨升庵的精彩，贵在随着时间地点
条件的变化，皆能直面现实而尽力所及，笃守进取
儒士、坦荡君子、诚信凡人的方位。

儒士的修齐指向。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杨升庵没有因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选择性取向，而是无论穷达，都笃定“修齐”为

“本”、“治平”为“用”的方位。修身齐家固本。未齐一
家，不能言治国；未修其身，不能言济天下。做良好
家风的继承者、弘扬者，在杨升庵的修齐实践中，举
足轻重。“天知、神知、子知、我知”“家人重执业、家
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读书登科是
第二事，修身齐家乃第一事”的祖训，深植其心，印
证其行。乡试夺魁后完婚，操办“清素一如田家礼”。
返乡居家丁继母忧时，已名高状元，品至翰林，身为
内阁首辅之子，毫无春风得意的浮躁，“礼不忘乎口
诵，义每绝于币交”“居家读《礼》，同馆世好赙赠一
无所受”，对待故交一同往日，无居高临下之骄倨；
对待欲攀附者，不悖常情、止于礼仪。远戍滇南，致
书劝妻子：“休想高楼大厦”“休想鹅掌豚蹄”“休想
花容月貌”，唯求“温良恭俭”“安分守己”“孝顺忠
厚”。走到人生尽头，还谆谆告诫后人“临利不敢先
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
亲”，让良好家风世代赓续。惠泽天下致用。骨子里
深藏教养且执念济世，不做“独善其身”的闲读书
者，无论地位尊卑、处境顺逆，皆竭力做“仰不愧于
天，俯不怍于人”的真儒士，倾其所学，发挥作用，乃
其经世实践之路径。为经筵讲官，专作《正心》《君使
臣，臣事君》讲章，竭力于本分，兢兢业业授学，以期
世宗成为善治天下、善驭群臣的明主。为殿试受卷
官，以选拔治世有用之才为己任，“所取多知名士，
官至馆阁台省者若干人”⑥。谪戍期间，虽偶尔放浪
形骸，但并未消极颓废，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便积极
参与修史以资治世，著书立说以资教化，辟馆授学
以育人才。仅从传道授业来看，“滇之东西，地以数
千里计，及门而授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
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⑥。其力促当地少数民族文
化发展的踪影，可见一斑。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皆能
一如既往完善自我以惠及时世，皆能奋发进取、尽
力本分而致用他人，仅此而言，似已实现对一般儒
者的卓然超越。

君子的义利选择。“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
顶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坚持义利统
一，义利矛盾则先义后利，不可得兼则重义轻利，
绝不以私利而弃大义，是杨升庵的“道德律”。无论
环境如何变迁、角色如何转化，其义利选择皆未摇
摆。任翰林院修撰，参与纂修《武宗实录》，事必直
书，不文过饰非，以修史求信为大义。任经筵讲官，
针对佞臣本该被判死罪，却因贿赂而破例获赦之
事，专引《尚书》为世宗解析：“圣人赎刑之制，用于
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
理”，嫉恶如仇，凛然无畏。“大议礼”之争，直谏世
宗勿“任私恩而弃大义”，大呼“国家养士百五十
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约集众臣哭谏于朝门。
戍边之处，逢少数民族首领安铨、凤朝文纠众发动
叛乱，虽身为罪臣、位卑戍卒，而义气凛然，慷慨陈
词：“此吾效国之日也”，主动组织家童和百余戍
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赶到木密戍所，协助守将
并施计成功退敌。“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
人谋。”“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
篇。”贬谪终生，其深知宵小之辈的构陷是原因，
却依然故我，秉持春秋大义、抱定浩然正气，从未
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变通。“知有可为有可不为”，

“临利”则先人后己，“见义”能舍生忘死，其遭遇值
得同情，风姿值得仰慕。

凡人的诚信内蕴。历来贤哲，本于平凡。为子、
为夫、为父、为士，状元才子也好，罪臣戍卒也罢，
每一途程、每一角色，杨升庵都抱守凡人的诚信和
敦厚。为子尽孝道。年方十二，生母去世，“极其悲
号，废食骨立”，丧母之痛，现于形神。身在戍所，闻
父亲患病，骑马疾驰十九日，千里迢迢从戍所赶回
探望，其父喜见其面，大病竟愈。父病逝，告假回籍
奔丧之请被驳回，念及无缘与父亲生死之别的最
后一面，失声恸哭直至泣血，云南巡抚“哀其不幸，
怜其纯孝”，上疏世宗，乃获准假。作为人子，为完
成父亲未竟之业而不遗余力。他深知父亲的治世
主张，虽理解其来信告诫缄口的苦心，却依然在

“议大礼”之际明知不可为而为。奔波蜀滇之暇，为
不让父亲对四川艺文志的研究心血淹没历史尘
埃，精心编纂《全蜀艺文志》。为夫贵真情。敬妻如
宾，相濡以沫。对发妻王安人情深意重，《亡妻王安
人墓志铭》和《九月三日见新月》《送终安人王氏葬
恩波阡》等悼亡、忆旧诗文，字字铭心，催人泪下，
不忍卒读。视续妻黄峨如知己，爱其人惜其才而激
发其趣，同心从事散曲创作，有《杨升庵夫妇散曲》
遗世，黄峨以“曲中李易安”闻名，应有其玉成之
力。尽管三十余载身各东西，但情如磐石，不少脍
炙人口的诗词足以见证。成婚六年便遭贬谪，江陵
驿站分别之际，杨升庵情辞凄楚：“楚塞巴山横渡
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
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
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离别愁。”回到
桂湖，有感物是人非，黄峨的思念之情百转千回：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
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
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二人相怜相惜的凄美爱情，堪称千古佳话。为父重
严慈。远在滇南，或利用返乡之机身教示范，或利
用书信往来言传教诲，尽严教子女之责。据传，其
妻黄峨自滇归蜀之际，专门手书《四足歌》（另说：

《四足歌》为清道光年间四川布政使苏廷玉假托杨
升庵之口而作）令其捎回，“茅屋是吾居……但得
个不漏足矣。淡饭充吾饥……但得个不饥足矣。丑
妇是吾妻……但得个贤惠足矣。蠢子是吾儿……
但得个孝顺足矣。”从居住、饮食、娶妻、育儿四个
方面教育子女不要追求画栋雕梁、膏粱珍馐、俊俏
妖娆、聪明刚强，而是要奋发进取、洁身自好，本于
朴实、安分知足。或许，只有饱历沧桑的人，才能透
彻生活的真实内涵。其不着意于子女如何延续书
香门第、贵胄世家的虚荣，而是严守好本分，足见
其严得真切、严得踏实。颠沛流离中，幼子染疾而
夭折，切责自己无力救治，深痛老年丧孺子，数日
茶饭不思、老泪双悬，足见其慈也朴素、慈也恳切。
为士讲操守。得意，足够清醒；失意，少有沉沦，看
似平凡却出尘。观其得志于少年，手不释卷；奉职
于廷阙，诤言直谏；谪居于边远，孜孜求索，无非士
子本分。流放数十年，交游遍天下，每到之处都有
诗酒酬唱，尽显文人率性。存诗两千五百余首，“思
乡”“思归”主题占三分之一，皆是游子共鸣……尤
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极力主张天
下“无贵族”，质疑人才血统论、“官人以世”、任人
唯亲；作为科举状元，直言“科举为破坏人才之
具”，深切学历至上的官员选拔标准、“八股取士”
的应试教育时弊。勇于跳出维护既得利益的俗套，
不断校正方位以更好面对实际，无疑是平凡中展
示的风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杨升庵饱历坎
坷，毕生精彩，或因真才实学，或因至情正义，或
因方位笃定。人们至今仰慕的，岂止“升庵科第”
的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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