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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武科举变革中的
改良派与革命派探析
□ 王晓勇

魏源

冯桂芬

清代武科举考试始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箭外，加试火枪考试的想法，希望利用民众

式军事战争对于战备、谋略、工程人才的要

，
促进民众对于火枪的熟练
曾选拔出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
在清代中前 “急功近名之心”

求，
较之先前魏源的常科外增设水师科和徐

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鸦片战争后帝国主

使用，同时收到减少添置火枪手、火枪的军

鼒的马步箭试外加试火枪考试，
改革力度更

义的侵略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
军

加强地方武备力量的效果。但这一
费开支、

大，
也更为彻底。但他们的主张对于掌握新

事斗争的屡屡失败迫使清王朝上至统治者， 主张忽视了普通民众对于耗资巨大的新式

式课程的考官、考试器具要求非常高，能否

下至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固有的武举选

枪炮经济承受能力，
容易导致武科考试录取

有足够的条件满足也成了付诸实施的最大

士制度缺陷，
由此拉开了长达六十余年变革

人数不足额的情况出现。

障碍，另外，三科取士需要应试者具备一定

与存废武举的大讨论。主张变革武举增设新

在主张改良武举的众多声音中，
王韬的

的军事素养，
而大部分武举生员对于新课程

式科目的改良派与主张废止武举采用新法

观点也很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武科选拔出的

甚至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应考了，因此实施

取士的革命派交替登场，各陈利弊，展开了

人在实践中之所以发挥不出人们期望的作

的难度较大。

清代武举史上一次大讨论。

用，并不是立法不完善，主要是由于武科之

改良派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张佩纶，
他

一、
清末武举改良派的主张与评析

人“专重弓刀石而已，演练营兵亦已骑射为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另辟蹊径，
在 １８８４ 年上

改良派主要是主张变革武科举考试，
通

“所谓制胜长技并不在此”
。因此
先事”［２］４３１，

“中国
奏的《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中奏称：

过对科目的改革达到获取有用之才的目的。 在变革武举方面，他主张“改试常法”，以

诚危之耻之，则莫如变法，变法之效至久而

改良武科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著

学、艺、力三科取士，分别选拔“明晓山川扼

［３］３１９
至速者，
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
提出武

名思想家魏源，
他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

要，熟悉行阵进取，料敌审势，屯营设伏，无

科改试洋枪一项举措，
可以解决以下多项问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他看来，西

“建营垒、筑
不具有方略”的军事谋略人才、

“若天下皆须洋枪，
皆须
题：
官办兵工厂销路

方的军事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

炮台、造枪械及一切攻战守御之器具，因敌

子药，则官局造枪不患不售……而艺事无

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西方人鸦片战
战舰、

而施，无不布置有方，深中要害”的军事工

；推动民间投资军火业“本集于商，权总
旷”

争的胜利依靠的是船坚炮利，
主张在适宜水

程人才和“发炮鸣枪，命中及远，洞坚折锐， 于官”
；官办与民办军工企业的发展又可以

师操练的“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

荡决无前”的军事战斗人才。到了 １８８３ 年， 避免购置外洋枪炮导致的“银帑免漏于外

能造西洋战舰、
火轮舟，
造飞机、
火箭、
水雷、 王韬进一步明确提出
“武科宜废弓石而改试

洋”达到“军资大饶于内地”的效果；间接刺

［１］２９
奇器者，
为科甲出身”
。魏源的这一主张为

［３］３８
的主张。而另一位清末思想家郑观
枪炮”

“厂商日盛中，枪日精，
必
激煤铁矿的开采：

武举变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启迪了后世的

应，在变革武举这一点上与王韬所见略同， 争开煤铁之矿以自便”
；
售枪于生童
“每杆视

主张变革武举之士。

在其 １８８４ 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出与王韬

局价增一二两……官帑可省，局用可充”
等

魏源之后，翰林院庶吉士徐鼒在 １８５９

三科取士类似的“三等考试”办法，即“一试

却
等。事实上张佩纶的建议考虑虽很周全，

年《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折》中，
指出在江

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设

对将洋枪流散于民间的危害性估计严重不

南北剿灭太平天国时，
黑龙江之兵使用弓箭

伏应敌者。二试能施火器，
命中及远，
驾驶战

足，
早在清初建时期，
就曾为防止人民反抗，

默默无闻，
而吉林之兵使用火枪屡次建立功

舶，
深知水道者。三试制造机器，
建筑营垒炮

颁布政策禁止普通民众私藏兵器，
只允许应

勋，
并结合实战的地理因素上分析了弓弩作

台，善造战守攻诸具者” 。王韬和郑观应

试武举之家保留
“弓一张，
箭九只”
。即使在

战的弊端“盖铁骑弓弩，驰骋注射，利于旷

主张的考试法，
能从改变传统马步箭弓刀石

社会高度和谐的今天国家都不允许民间私

野，不利于险阻”［２］４３０。提出乡试除考试马步

单一科目取士模式入手，
适应热兵器时代新

自保有枪支，
更何况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

［２］４３１

………………………………………………………………………………………………………………………………………………………
东北对外贸易与外汇市场，
改由朝鲜银行统

一。这种非法的纸币发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

一发行金圆纸币，
横滨正金银行只发行银元

经济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巨额纸币的发行

纸币。从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截至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底， 和流通，
有利于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和在中国
横滨正金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圆纸币为

倾销商品、
收购原料，
加强了日本对华的经济

４５３８３４０ 元［７］６１２。

渗透和资本扩张。
横滨正金银行化纸为金，
滥

综上所述，
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东北大

发纸币，
以纸币作为货币资本换取中国的物

量发行银元票、
金票等纸币，
严重侵犯了中国

资和金银，辗转盘剥，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

的货币发行主权，
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造

富，
严重摧残了中国的社会经济。

成中国币制更加混乱，
阻碍了中国币制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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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不久，封建统治内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民

挥失常的时候，而膂力大小是一定的，具有

能文之士，偶然有几个学问不高，也多由阅

众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晚清时代？这一主张

很强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将士子膂力大小

历而来，
经过了长期战争生活的锻炼。而现

从经济角度或许确实有效，
但从维护封建统

作为区分高下的办法，在降低应试难度、
扩

在应试武举之人，平日所习与兵事无涉，
既

治的政治角度来看是绝对行不通的，
奏章最

防止遗漏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
大应考人群、

不晓枪炮之理，又不谙营阵之法，及取中武

终亦未能引起朝野多大反响。

的积极作用，但仅凭此条件选拔的人才，
素

科后，
年岁已大，
很难有军事实战阅历等等。

甲午中日战争后，
中国的再次对外战争
惨败震惊朝野，
之前曾一度销声匿迹的改革
武举之声再度兴起，
武举改制也被提上了议
事日程。

质良莠不齐，难以保证入营学习顺利进行， １９０１ 年，
清王朝在内外压迫之下，
终于下决
徒有数量之裕，
而无质量之精。

心停罢武科，
同年七月十六日颁布上谕：
“武

１８７８ 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呈奏了《请停

科一途，
本因前明旧制，
相沿已久，
流弊滋多

武闱片》，指出各省为举行武科消耗的经费

……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
著即一

１８９７ 年，唐文治主张改弓刀为枪炮，各 “已数千金”
，而武举所试得人“所用非所
处省城与大都邑分设水师或武备学堂，
责成

，对外不能御侮，徒有虚名；对内恃顶戴
习”

律永远停止。”
三、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异同比较

武生、
武举入堂学习，
除可以乡会试外，
随时

为护符，
为害乡里。废止武科，
每科各省共计

保举。这种做法扩大了武生员的出路，
同时

可省金数万两，可以减轻民间负担，沈葆桢

主要存在于基本主张和最后结果两个方面。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不同之处

调动武生学习积极性。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一

的奏折指出了旧式武举腐朽空虚，
图劳民伤

首先，在对待武举制度的基本主张方面，
改

些弊端：一是各省分设学堂，对武学教习需

财的本质，但未给出解决办法，骤停武举子

良派主张通过对旧有武举制度中科目的改

“令其散往
求量很大，
但武官人数有限，
难以

进身之阶，如鲧治水，只堵不疏，恐激起民

革或增减，如刀箭弓石改试枪炮、增设水师

各属教授武生、
武童”
。二是旧有的武生、
武

也反映了清
变。奏折呈递的当天就被批驳，

科等手段，
维护武举制度的存在。武举革命

举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即使有教习，能否收

统治集团的上层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

派主张废止旧有武举制度，
采用举荐法或从

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也很难说。同年，
荣禄奏

到了惨败，也考虑创办军事企业、设立武备

行伍中或武备学堂挑选人才等替代方式完

上《奏请设武备特科折》，提出“每省设一武

学堂等以促进军事近代化，
但对祖宗法规的

成军事人才的选拔。其次在最后结果方面，

备学堂，
由各省督抚，
详加考试。凡考列优等

宗教性崇拜和对自己军事力量的盲目自信， 改良派的主张在 １８９８ 年上谕下令武举改制

者，
作为武举人，
其名数略参科场旧例，
分别

使其根本无意改革变通武科，
更谈不上废除

时达到了顶峰，
但仅过了半年慈禧太后的懿

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

了。慈禧的申斥旨意，
引起朝野震惊，
使朝臣

旨就改回旧制“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
均

五，
此为武备特科”
。通过武备特科的设立， 惴惴不安，
废除武科之议只能由公开转到私

著仍照旧例”
，武举革命派的主张获得了成

改革武举以造就新式人才。１８９８ 年，
给事中

功。在张之洞、
刘坤一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

下进行。

高燮曾上《议设武备特科折》，
进一步提出武

随着清王朝内外患愈益加剧，中法之

备特科应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录取标准，
其一

战、
中日之战，
清王朝一败再败，
在总结战争

折》上奏一年后得到了“嗣后武生童考试及

为娴韬略兼贯中法西法；
其二为熟舆地工测

失败原因时，
陕甘总督陶模奏称：
“旧有武科

清末武举改良派与革命派也存在着许

绘；其三为练身体善击刺；其四为习洋枪洋

得人甚少，倘谓弓矢无益而习火器，则家家

多相同之处，
首先，
代表人物范围相同，
无论

［５］８９１
炮及中国擅长火器；其五为精制造创新械。 可置枪炮，
流弊尤甚。”
因此，
“似应将旧

改良派还是革命派，
都是涵盖了从民间有识

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论，
武举改良派的不懈努

［５］８９１
列武科一律停止”
。１９００ 年，
八国联军进

之士到朝廷封疆大吏甚至亲王。其次，
出发

力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受到了成效，
清王朝

占北京彻底粉碎了清王朝企图苟且偷生的

点和根本目的一致，
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围

终于下诏改革武科，
光绪二十四年（１９８９）二

迷梦，给清王朝致命的打击，新编陆军损失

绕武举制度存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
但

月，规定“各直省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殆尽。这次失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统治集

无论哪一方，其出发点都是培养选拔适合

武科乡会试，
著即一律永远停止”
的上谕。

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开始， 团的神经，
张之洞、
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

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式军事人才，抵御外侮，

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着即行裁

为先折》中再次提出“停罢武科” 之议，针

富国强兵，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清王朝封

去”
。然而，
半年后，
慈禧太后下懿旨要求
“所

对社会上反对废除武科的种种议论，
进行了

疆统治。第三，客观上积极作用相同，无论

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例，用马

逐一反驳。针对有人认为武生武举可以购置

是要变革武举的改良派还是要废止武举革

步箭刀弓石等项，
分别考试”
。因为
“武科改

使用枪炮，
习练应考的看法，
张之洞、
刘坤一

命派，主观上采取的措施不同，但双方都造

试枪炮，
原为因时制宜起见，
惟科举之设，
无

指出如果枪炮一类的利器散布民间，
流弊太

就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武备人才，促进了士

非为士子进身之阶，至于训练操防，尤为营

大，国家没有防察之法，针对武生可入武备

民习武之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

伍学堂为储材之根本”
。武举改良派的改革

学堂学习的看法，张之洞、刘坤一指出武生

教育的现代化。

道路到此终结。

多不通文法。针对武科可以收拢强梁不驯的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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