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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誌考釋 λ 則

葉 國 良

本文含唐代墓誌考釋丈字凡八則，皆與學術或藝丈有關。丈中除所考

八誌外，引用碑誌復二十餘通，凡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己著錄

者，據之;尚未著錄者，男攘它書。

提要

一、蜀王府隊正安師墓誌銘并序 (高景蘭期三年)

誌主安師乃西域人，誌稱其國主為「西華園君」。因論劉蛻〈玉

泉于自序〉中之「西華主」與「西華園君」同義，乃蕃胡對其主

之美稱;遂駁陳寅格先生「西華主」乃「西蕃主」訛誤之說。

二、朝散大夫耶縣令張愷墓誌銘并序 (說周神功完年)

指出凌煙閣功臣張公謹子孫所出墓詰、與此凡四石，因綜合史傳、

墓誌，考定張氏實敦煌人，並訂補〈宰相世系衰> r魏郡張氏」

欄之誤漏。叉論張氏為丈獻之家，而其著作今多不傳為可惜。

三、曲車縣令蓋暢墓誌銘并序 (貴周肺功三年〉

誌主出身儒學世家，著有《道統》十卷， r道統」一詞，誌主實

先使用，因訂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謂「道統」一詞始見南

宋李元綱《聖門事業圖》之說。丈末論誌主及其究蓋蕃與初唐大

儒蓋丈達、蓋丈懿同宗，當受其學術上之影響。



52 臺大中文學報

四、瀛州文安縣令王德表墓誌銘并序 (:IE\:周軍曆二年)

除隨丈考釋誌丈外，指出誌主係詩人王之換祖父，之換學問當有

受自家學者。並攘其家所出四誌，製為世系衰。

五、徐州刺史杜關先墓誌 (玄宗先天三年)

本誌未經著錄，筆者於臺北發現。誌主曾參預章懷太子《後漢

書》注釋工作，為前此所未知。文撰有《兔圍策府» ，乃唐五代

家喻戶曉之書，近世於敦煌發現唐寫本費卷。因攘誌丈駁正羅

振玉《鳴沙石室快書》、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研究》關於

《兔國策府》寫作時地以及費卷書寫年代之誤說。

六、特進涼閻公行道州別駕契瑟嵩墓誌銘并序(玄眾開完十八年)

據誌文、宴師德撰〈契志明碑〉以及史傅，略考誌主家世生平。

並論契志民雖接出鐵勒，與突厥異種，而因兩族接觸目久，其風

俗傳說有相互融合滲透者。

七、太原府參軍苗蕃夫人張民玄堂誌銘并序 (it宗會昌先年)

苗蕃一家墓誌出土者與此凡七石，苗蕃誌叉韓愈撰，因取此誌以

校《韓昌黎文集》。上黨苗氏為讀書世家，多名人，因攘七誌、

兩《唐書» <苗晉卿傳〉及〈宰相世系表> '製其族世系衰，以

供學界探擇。遂論及苗蕃遺孤嘗受從叔苗弘本之接擠，子孫第進

士者五人。

八、隨縣尉李克諧妻乾千民墓誌銘并序 (聽票或通十二年)

誌主係北周田弘之後， r位干」乃是賜姓，夏言「依倚 J '因攘

語義，論北周賜姓較漢人之賜國姓者富於理趣，並釋唐昭宗「乾

干山頭凍殺雀」一詞之意涵。文詰、主三代位干著、乾干磊、吃干

渚並有詩文傳世 ， t{全唐詩》、《全唐丈》小傳或誤著名字，或

不詳爵旦年代，可攘誌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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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王府隊正安師墓誌銘并序

(高宗龍朔三年〉

53

右安師基誌'拓本、釋丈俱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六冊

第十丹。無考。

誌云: r君諱師，字丈則，河南洛陽人也。十六代祖西華園君，東漢

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為屬國，乃以仰為并州刺史，因家洛陽焉。......夫

人康氏，情三川府鷹揚、那州都督康府君之女。......合葬於北由之版。」

按:上揭毛書第七珊第七十四丹上騎都尉康達誌亦出洛陽，丈辭典此雷

同，唯係獨葬，故誌丈較鐘耳。考安、康乃昭武九姓，二誌三人，俱西胡

也，師、達二人誌丈相同，叉並字「丈則 J '其出奉終送死牙僧之手 CD'

固無可疑，是二誌本不甚具參考價值。唯誌丈中並有「西華園君」一詞，

頗可注意。查西域歷代均無所謂「西華國 J '是「西華國君」云者，必非實

指，而不詳其義。考唐劉蛻〈丈泉于自序)®有「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

月辛卯，夜未半，盤水入廬，潰壤簡鍵」等語，亦見「西華主」一詞，是

當有待發之覆。昔陳寅悟先生撰〈劉復愚遺丈中年月及其不祖祖問題〉一

文®'以為「於西華主之降也」一句乃劉丈所以記年，即會昌三年回鵲烏

介可汗窘極投降事，因謂「西華疑師西蕃，蕃、華二字以形近致訛 J '並

引唐人稱回騙、拉拉斯皆得用「蕃」字以證成之。按:陳先生謂〈丈泉于

CD «洛陽伽藍記》卷三云: I洛鶴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兵及諸棺鄉。」

唐代洛陽此類市集位於何處，無考，然其行業之存在，固無可疑，且當時有承包贖

儀並為人揖寫墓誌者，如毛漠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五冊朱琳、宋虎、吳

辯三誌，姓氏相異，而銘文雷同，且述其族出皆云「其先朱襄之風，末緒興在漢

吳J '蓋出抄龔塞責，以應付流俗而巴，恐喪家亦不詳內容為何物也，其情沮與安

師、康達兩誌相同。

@丈載《全唐丈》卷七百八十九。

@見《陳寅佫先生論文集》上冊，一九七七年，文理出版社，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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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中「華」為「蕃」之誤，它本無證。余謂此誌「西華園君J ~P劉蛻文

中之「西華主J '蓋所謂「西胡」、「西蕃」、「西戒」者，華人本位之用語耳，

若西域之民，豈以為然?故東土有華、夏之稱，而西方得稱「西華」、「西

夏」矣。「西夏」謂在夏之西， r西華」亦在華之西之謂， r西夏」人所熟

知， r西華」則罕見使用，故人鮮知耳。陳先生嘗疑劉蛻「民接疑非出自

華夏J '甚確;鼓攘劉蛻用詞之立場推測復非漢誤，或亦陳文之旁證蠍?

二、朝散大夫都縣令張愷墓誌銘并序

(鼓周神功完年)

右張愷誌，拓本、釋丈俱見《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三珊第十九

丹。

誌云: r君諱值，字承寂，魏州昌樂縣人。其先軒轅帝之後，即漠趙

主耳之裔。口居散煌，鬱為冠族。」據誌，誌主乃唐凌煙閣功臣張公謹之

孫，懷州長史張大素之子。兩《唐書» <張公謹傳〉並言張氏「魏州繁水

人J ' <宰相世系表〉亦言「魏郡張氏世居繁水J '不言出自敦煌。查

公謹長于大象長女張無量墓誌@云: r敦煌酒泉人。」叉大象子張忱誌@

云: r君諱忱'字承哇，散煌人也。偉哉!曾寫上列，次光曜於七星;大

漠宏基，閒英靈於三傑。公為後葉，代築瞥授。」叉〈藝丈志〉載張大素

有《敦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則所謂魏郡張民者，本出敦煌也。

張公蓮子孫墓誌之出土者，除上舉三誌外，尚有三于大安之孫之緒所

撰其妻李氏基誌@。大安相高宗，故〈宰相世系表〉有其家世系，以四誌

@張無量誌見毛模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八冊第十九片。

@張忱誌見毛漠光《唐代墓誌銘彙蝙附考》第十一冊第七十六片。

@張之緒妻李氏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二十六冊第五十八

頁，釋丈見《唐代薑誌彙編》天寶一九九。《涯編~ ，一九八八年，中州古籍出版

社，北京，有拓片，無釋丈。《彙編~ ，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釋丈，

無拓片。

4



唐代墓誌考釋八則 55

核之， <表〉及《新唐書》本傳皆不無缺誤，今訂補如下:

張敢之一一士備一一位謹「一夫象一一忱一「情
」甫

口
胡
偉

一
|
一
一

素

一夫安一「洽一一之繪一「重
|一祝

l一疊

-5兒寸套

一波一一口一一一之情

一夫雅

按: <舊唐書} <經籍志〉載有張士儒《演孝經》十二卷，不知是否

即公謹之艾。張公謹雖出身武臣，其子孫則多學文:張大安會秉章懷太子

命，與劉訥言等共注《後漢書} ;大素尤著作等身，據〈藝丈志> '除上

舉《敦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外，尚有《張大素集》十五卷、《策府》五百

八十二卷、 《說林》二十卷、 《後魏書》一百卷、 《北齊書》二十卷、

《情書》三十二卷、 《惰後略》十卷;大安孫張之緒有《丈昌損盆》二

卷;亦可謂文獻之家矣。可恨者，除《後漢書} <注〉中當有張大安遺澤

外，公謹子孫之文章，今可見者，唯張大安有詩一首載《初學記》卷十闢

輯入《全唐詩》、張之緒有墓誌一通傳世耳;張大素等身著作，竟隻字無

傳。文士一生伏案，著作或傳或不傅，亦有幸有不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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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車縣令蓋暢墓誌銘并序

(商周神功二年〉

右蓋暢誌'拓本、釋丈俱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三珊

第二十四斤。無考。

誌去: r君諱騁，字仲舒，信都人，因官徒居新安。祖弘式，惰襄城

郡守;父著，唐曹州離狐縣丞;並以經業相傳，為當時所重。」此謂其家

「以經業相傳 J ，並非虛稱，暢友崔懸黎撰腸父蓋蕃誌@云: r府君諱

蕃'字希陳，魯郡洒水人。......元魏到州刺史靈之曾孫，北齊洒水主簿平

棘令暉之孫，陪許昌令洪之子也。小名叔丈，後繼從叔順改焉。......博覽

經傅，尤精主《易} 0 ......及皇唐成靈腸於東夏，以惰官降授丈林郎，從

時例也。府君以為遭夫人革命之秋，君子經綸之會，而棲附非地，況於散

冗，豈命也乎?遂安之無復宣情，唯以講授為事。洛中後進李大師、康敬

本等，並專門受業，其後威以經術知名。......以總章二年十二月八日寢

疾，嘉於莊第，春秋八十一。......葬於洛陽芒山之月崗。」捶:李大師

者，生平未聞;康敬本則有基誌出土®'其石頗有殘呦，而大旨尚可通

讀，其文曰: r君諱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以貞觀年中鄉貢光

園，射策口第， ......口成碩學，就釋←翼之口;弘丈大儒，詢明六藝之

粵。......降年不永，春秋卅有口， ......郎以成亨元年口月十四日遷於口口

口口翟村西原，禮也。」參照上舉二誌'是康敬本於貞觀年受業於蓋蕃，

隨即上第，以經學聞名。吾人於初唐洛中經學概況，所知甚徽，此其所

述，蓋其丹羽耳。

誌艾謂蓋暢: r學洞六妥，丈該四始，起家進士。貞觀廿三年，授麟

臺正字。......永徽三年，制除太子枝書。顯慶四年，奉敕待制弘丈館，隨

@蓋蕃誌見毛漠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八冊第二片。

@康敬本誌見毛漢光《唐代薑誌銘彙蝙附考》第八冊第十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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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入內供奉。......龍朔元年，授雍州機陽尉。......乾封二年，授雍州富平

丞，丁憂解@。威亨四年，授亮州曲車令。......秩滿歸家不仕，以文史目

娛，著《道統》十卷，誠千古之名作，一代之良才。......以神功元年十月

十五曰:卒於神都道政旦私第，春秋七十六。」按:蓋氏一家，蓋暉官洒水

主簿，蓋陽作曲車縣令，蓋弘志、蓋蕃兩代則以經術相傳，蓋蕃且字「仲

舒J '其儒學色彩頗為濃厚。據蓋蕃誌，蕃萬里救兄，友愛感人，又因先

靈亂離權膺，乃兄弟白首相借，返回濟個故鄉營葬，孝心至老不志，蓋不

負平生所學之人也。而尤可注意者，則蕃子暢所撰《道統》一書，其書今

雖不可得見，其述儒學之統，當無可疑。

按:儒者之有道統之說，自來以為宋人本諸韓愈之意， r道統」一詞

則創自宋人。朱子《中庸章句~ <序〉云: r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造

統之傳有自來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海、文、武之為君，泉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旺皆以

此而接夫道統之傅，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叉《宋史~ <朱熹傳〉云: r嘗謂:聖賢道統之

傳，散在方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所言皆足代表宋人道

統之說。唯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則以為該詞始見於宋人李元綱

《聖門事業圖~ ，其言曰: rIf'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 ,

其第一圖日〈傳道正統> '以問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主辰，與

朱文公同時。按: If'道統」之名，雖前古所無，至其古聖人所遞傳斯道次

序，韓退之間開其端，是宋儒所本也。」今據蓋腸誌，則早在初唐， r道

統」一詞已為儒者所使用矣，不待宋人也。韓退之聖聖相傳有統之觀念，

或以為受新禪宗傳授說之影響®'蓋不盡然難?

@按蓋陽父蓋蕃卒於總章三年，母孫民據毛漢光《唐代蓋誌銘彙編附考》第三冊第四

十九片〈蓋孫光誌> '卒於永徽四年。此所謂「丁憂解J '當指總章二年丁父憂，

非謂乾封三年丁憂解官也。

® {陳寅佫先生論文集》下冊〈論韓愈〉一丈云: r退之道統之說，表面上雖由《孟

子》卒章之言所啟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

7



58 臺大中文學報

又按:蓋民一家與儒學之關係臨如上述，似非孤立現象。考蓋蕃誌雖

云「魯郡洒水人 J '而蓋暢誌則云「信都人」。兩《唐書» <儒學傳〉謂

劉蟑弟子蓋丈連「冀州信都人 J '文有宗人蓋丈懿亦以經學著名，時稱

「二蓋Jo<元和姓鑫》云: r漁陽，唐國子博士蓋丈懿，宋州人。」粵仲

勉《元和姓鑫四校記》云: r <舊書》一八九上云貝州宋城人。」蓋信都
者，蓋氏之望;洒水、宋城者，諸蓋分居之貫。蓋蕃誌云: r小名叔文，

後繼從叔順改焉。......兄伯文。」合地望及名字並觀，蓋蕃當即「二蓋」

宗人，且係子輩，以過繼從叔名有諱「丈」字者，故改原名「叔丈」為

「蕃J '其兄「伯文」以未過繼，故仍而未改。接:兩《唐書》不著「二

蓋」世系， {金石萃編》卷四十六載蓋丈連碑有之，丈云: r公諱丈連，

字藝成，冀州信都人也。......曾祖慶 ;UH--祖延; ......女永; ......世于國

子主簿宏式。 J <金石萃編》未著碑陰文字，每仲勉《元和姓鑫四校記》

云: r丈達碑立於貞觀二十三年，碑陰蝕丈連後裔，計有子弘式、弘亨、

弘鐸、弘濟、弘且，弘且之下，尚有一名，已動。」以此世系與蓋蕃、蓋

暢二誌所述世系推敲，可將其關係列表如下:

革慶一延一永一丈違丁家式

一弘亨

一弘鐸

一弘濟

一弘且

一口口

?一一夫聽

?一一丈口主墊蕃 (tp .k.文)一一暢

?一一貫一一暉一一洪一「一伯文
UP弘式)1

l一一叔夫(帥，已)一一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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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上述，則冀外|信都蓋民本有儒學傳統， «舊唐書» <儒學傳〉載:

「刺史實抗嘗廣集儒生，令相間難，其大儒劉煒、劉軌思、孔穎達成在

坐，文達亦參焉。由論難，皆出諸儒意衰，抗大奇之，間曰: II'蓋生就誰

受學 ?J 劉掉對曰: II'此生岐攏，出自天然、;以多間寡，掉為師首。』抗

曰: II'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J J ((新唐書》文字略同)接:學問

本不出天然，不學亦無緣自多，蓋丈達年少學富，當以家世儒學故也。然、

則蕃、暢也者，其「二蓋」之後勁乎!

四、瀛州文安縣、令王德表墓誌銘并序

(竄周軍曆二年)

右詩人王之澳祖艾王德表墓誌，拓本、釋丈俱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

彙編附考》第十三加第四十九斤。無考。

誌丈首行題「鳳閣舍人兼控鶴內供奉河東薛櫻其」。按:此銜不見於

兩《唐書» <薛硬傳> '而見〈吉項傳> : r始，頂善張易之、毆中少監

田歸道、鳳閣會人薛擾、正謀大夫員半斤、夏官侍郎李迴秀，皆為控鶴內

供奉。項叉墮敏，故后倚為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鷺臺平

章事。」此誌作於聖曆二年，薛覆題銜，與項傳所述正合，叉見《資治通

鑑》二百六聖曆二年正月甲子條。叉，誌文不見於《全唐丈》。

王家一族，出土墓誌凡四，除此誌外，叉有德表妻薛民誌@、王之澳

誌@、德衰五世孫王翱誌@。按據四誌，列其世系如次:

。主德表妻薛民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權編》第十八冊第九十五頁，

釋丈見《唐代墓詰、彙蝙》萬歲通天。一四。

@主之澳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二十五冊第三十四頁，釋丈

見《唐代墓誌彙編》天寶O二八。周紹良藏拓本。

@主翱誌釋丈見《唐代墓誌彙蝙》大中00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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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隆一舉一卅一信一往是下口一之豫

一洛客

一景

|冒

一一回

一?一之成一一給一略一翱一「蹦兒

1一堅兒

上表有需說明者，德、表及薛民二誌，記摘孫之豫及次于洛客、景、昌之

名，而不載長子名，蓋蚤世也。今不知昱為長子名，抑係洛客別名，不敢

臆測。之成亦不知誰子， «全唐詩》王之換小傳云「兄之戚、之貢皆有丈

名 J '而攘王之換誌，知之成乃堂弟也。姑列其表如此以俟考。

誌云: r公諱德衰，字丈甫，太原晉陽人。......貞觀十四年......明經

對策高第。......以聖曆二年三月二日寢疾，終於遵教里私第，春秋八十。

.....公博綜經史，研精翰墨， ......嘗注《幸經》及著《春秋異同駭議》三

卷，並注《道德上下經》、《金剛般若經» '有集五卷，並行於世。」

揖:王之換誌云: r復補丈安郡丈安縣尉。......以天寶元年二月十四日;還

疾，終於官舍，春秋五十五。......唯公幸聞於家，義聞於友，慷慨有大

略，惆備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噸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

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頌發揮之作，詩騷興喻之

致，丈在斯矣，代未知焉，情乎! J 王之換歌詩布在人口，事見唐薛用弱

《集異記》、元辛丈房《唐才子傳» '人所同知，誌丈所言，事非吹噓。

唯今世所見王之換詩，才數首耳@'蓋當時名作，必多快失。至於廟堂雅

@) {全唐詩》卷二五三著錄主之澳詩六首，其中〈登jj. j雀樓〉一首，或題朱先 E作。

叉.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山總部〈山行留客〉一首題王之澳作，而《全唐詩》

卷一一七作張旭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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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之作， r代未知之 J '更遑論後世矣。查王德表卒時，之澳年已十一，

德表白頗從事學間，四子皆居官，往來文有名士如薛穆其人者，則之澳學

問必有受之於其祖若父者矣，以此知人有賢艾兄為人生幸事也。

誌云德表為瀛州丈安縣令時， r屬狂宣孫萬斬等作便燕垂，公縣當衝

要，途交水陸，按劇若閑，軍興是賴，自乃犬羊之黨，侵圍城臣，公勵聲

抗節，誓志堅守，而孤城無援，俄陷兇威，雖白刃交臨，竟無所屈。賊等

障公忠烈，不之加害，尋為俘繫，幽于虜庭，潛圖背逆，夕遁幽府，遂首

陳謀議，唱導官軍，廓清巨孽，公之力也。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奏公忠

果特異，請加超獎，仍命軍司，優以錢自。瀛州刺史高平郡王、神兵軍

大總管河內郡王等，復以公化若神君，功鷗健令，成嘉其事，時即奏聞。

旋降明旨，俾令甄躍。公飾巾抵慮，解印辭榮，功成不有，樂天知命。」

按: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 r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營州契丹松漠都督
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秋七月......改李盡忠

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

代領其眾。......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文攻瀛州。」

叉卷二百六: r (神功元年六月甲午〉孫萬榮為蚊所殺。......辛卵，制以
契丹初平，命河內(郡)王武懿宗、冀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

北。懿宗所至蔑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寄自j取

其膽。先是， (孫萬榮將〉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為之語曰: W唯此兩何，

殺人最多。~ ......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賽:河北百

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司刑卿杜景蝕亦奏:此

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按:德表為瀛州女安縣令，既失

守，為孫萬榮所虜，其失官，宜也，而誌云建安郡王武攸宜、高平郡王武

重規、河內郡王武懿宗為之請獎表彰，蓋其時武民氣焰甚盛， I此乃薛接之

飾辭也。武重規為瀛州刺史，史不載，可據誌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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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州刺史杜關先墓誌

(玄祟先天二年〉

右徐州刺史社自司先墓誌，其子維贖撰，有序無銘。此誌不見於著錄，

民國八十一年，余在臺北古玩店「寒舍」見原石及其妻墓石寶物，因引筆

抄錄。誌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遇「皇朝」、「遺訓」等字則挪抬，或

一字，或二字。鼓依其格式錄之於下，以供同好蝶擇:

公諱鬧先京兆人也高祖魏龍騏將軍豫州刺史意公諱過字慶期晉鎮

南大將軍當陽侯預之六代孫預生新平太守擠擠生南陽太守胃胃生

燕郡太守巍最生中書侍郎新豐侯銓銓生中書博士振振生遇有賜田

于洛巨子孫因家于河南之值師焉凡四代矣曾祖周新城太守琳祖隨

朝散大夫行昌安縣令歡考 皇朝滑州長史業公少好經史兼屬文

筆心無偽飾口不二言由是鄉間重之知友親之年十八本州寮孝廉明

慶三年釋褐蔣王府典籤麟德克年河南道大使左相竇公挂節星移州

郡風靡出輾轅之路入許額之部官僚之中特加禮接時師表薦馳驛就

徵遂於合璧宮引見 制試乾元毆頌師降 恩旨授昭丈館直學

士借馬非人仍令於洛城門待 制尋授太子左率府倉曹參軍叉除

圈子監主簿口入芳林門內與學土高若思孟利貞劉輯之郭正一等供

奉威宇元年 聾輿順動避暑國岐沛王以 天人之姿留守監圓

遂降 敕日駕幸九成宮口令學士劉牌之杜闢先於沛王賢處參侍

言論尋授雍王記室參軍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學注後漠上元

二年藩郎昇儲元良貞國叉遷太子文學兼攝太子舍人永崇元年以宮

僚故事出為都州鉅野縣令叉除幽州繭縣令還私後除汝州司馬文除

蘇州吳縣令尋加朝散大夫簡州長史入計叉除太子洗馬昭丈館學土

文遷給事中禮部侍郎以前數官威帶學士其所撰兔園策府及雜文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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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廿卷見行于時每至朝儀有事禮申大祖或郊丘展報或 陸廟肅誠

上帝宗於明堂法駕移於京巴克正獻壽南至履長朝日迎於青郊神州

奠於黑座公凡一攝太尉三攝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門下或獻替於常侍

或警衛於參軍典禮經於太常修圖書於大象矣叉屬 皇明遠被日

本來庭有 敕令公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賓于蕃使共其語

話至神龍元年叉除徐州刺史預陪耐 廟恩及追尊贈公皇考滑州

長史公於是從心自逸式就懸車立身揚名其德備矣藏舟變整歸居奄

及粵以先天元年九月六日嘉于列祖薔墟值師之別第春秋七十有九

以二年二月二日與夫人鄭民耐葬于洛都故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瑩

下禮也孤子貝州司兵維臨失其孝養痛貫骨髓伏念 遺首1/實錄誌云

揖:長壽二年朝議郎行那州鉅鹿縣丞王義墓誌@後題「朝散大夫行蘇州吳

縣令杜闢先撰 J '姓名官職與此誌所述合，即此誌之主也。

接:杜桐先名不見於史，而攘誌所述，乃杜預裔孫，其世次如下:

杜預一擠一宵一晨一銓-*辰一過一琳一飲一輩一桐先一雄棋

晶司先先世，遇以前，見《魏書》卷四十五、《北史》卷二十六、《新唐

書» <宰相世系表〉、《克和姓真》。杜過為闢先高祖，遺澤不遠，誌所

述世次宜可信。

制先名雖不見於史，而五代時則家喻戶曉(詳下) ，當時往來者亦多

名士。誌云: r (闢先〉入芳林門內與學土高若思、孟利貞、劉牌之、郭
正一等供奉。」考《新唐書» <劉牌之傳〉云: ri陣之少與孟利貞、高智

周、郭正一俱典文辭稱，號『劉、孟、高、郭J '並直昭丈館。俄遷右

史、弘丈館直學士。」誌、史所述相合。高若思名不見於史， «全唐玄》卷

一百五十六載其〈勸封禪表〉一文，小傳云「太宗時人J '接誌，亦高宗

時人。余謂參照誌、史，其人11m高智周也，智周儀鳳中為相，史失載其

字，智周、若思含義相呼應，蓋一名一字也。

@王義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十二冊第三十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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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云: r (晶司先)與侍讀劉訥言、功曹韋承慶等參注《後漢» 0 J

按: «新唐書» <三宗諸于傳〉云: r章懷太子賢，字明允。......招集諸

儒:左熙于張大安、洗馬劉訥言、州司戶參軍事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

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范嘩《後漢書» 0 J 據此誌，則當時共住

諸儒，猶可補國可先及韋承慶二人。

誌云: r 日本來庭，有敕令公(桐先)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

等賓於蕃使，共其語話。」按:李懷遠神龍二年卒，杜晶司先先天元年卒，

考之《新唐書» <日本傳> '則此次事在長安元年， r其王丈武立，改元

日太寶，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

頂有華孺四授，紫袍吊帶。其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

般，授司膳卿，還之。」栗田後於開元初復朝，拜四門助教趙玄默為師。

其初至中國，共語者皆番老，時杜桐先六十八，李懷遠、宣盧欽望則前宰

相也，豈不彬彬欺!此段佳話，史不載，賴誌知之。

誌云: r所撰《兔圍策府》及雜文筆合廿卷，見行於時。」按: «兔

圍策府» , «舊唐書» <經籍志〉、《新唐書» <藝丈志〉并未載， «宋

史» <藝丈志〉及《困學記聞》并載三十卷，唐杜桐先撰， ~P誌主也。

《郡齋讀書誌》曰: r兔園策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鑫古今事為四十

八門，皆偶麗之語 o 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野以援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

之詢。」按:近世敦煌發現唐寫本《兔園策府》殭葉，題拉桐先撰，羅振

玉i投入《鳴沙石室快書» @ ，並攘前志載《兔圍策府》為蔣王典籤拉制先

撰之說，遂撰提要云: r此書雖僅存卷首，然猶是貞觀時寫本，序中『劉

君詔間，皆願治之詞.JI ' If治』字未闕筆，明尚在太宗時。又按: «舊唐

書» <太宗諸于列傳>，蔣王陣以貞觀七(按:七為十之誤〉年為安州都

督，至永徽三年除梁都督，在安州凡十六年，則此書必成於安州，而此本

文書成後師傅寫者也，雖斷磯尺羽，可不寶諸! J按:羅氏謂《兔園策府》

@見《羅雪堂先生全集》第三編第五冊。文華出版公司，臺北。

14



唐代墓誌考釋八則 65

貞觀年間撰於安州，其說非也。考杜鬧先生於貞觀八年，至太宗卒年，才

十六歲耳，至高宗永徽三年，亦僅十九，謂能撰書，殊為可疑。據墓誌，

桐先「明(顯〉慶三年釋褐蔣王府典籤 J '至麟德元年授昭丈館直學士，

凡為蔣王僚佐者六、七年，皆在高宗時，不在太宗時，則《兔園策府》之

編鑫不在貞觀年必矣，而鳴沙快書之傳寫自亦不在貞觀時， r治」字未闕

筆，蓋偶忘耳，不得僅攘避諱一事定之。艾據《舊唐書»(太宗諸于列傳> '

蔣王揮「永徽三年，除渠州都督。......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有

人詣闕誣告陣謀皮，惶懼自殺。」杜桐先為蔣主府典籤在顯慶三年，時蔣

王已離安州六、七年矣，是《兔園策府》之編審雖不知在梁在邀在相，然

不在安州者必矣。叉，郭長城《敦煌寫本兔闡策府研究»@ ，共得 s. 614,

S. 10駒， S. 1722, P. 2573 四抄本，所見雖較羅振玉為多，而其諭《兔

圍策府》著成年代去: r其廣書年代當在高宗顯慶三年之前，正是蔣主徒

封梁王時，即永徽三年左右。」郭民不知杜桐先生牢年，所論之誤，與羅

民略同。按:遺下《兔園策》之詢，其事先見《北夢瑣言》卷十九，鬧乃

載入《五代史» (劉岳傅> '乃劉岳譏馮道不學之語，然《北夢瑣言》去:

「北中村墅多以《兔園珈》教童豪，以是譏之。然《兔圍湖》乃徐廣文體，

非鄙朴之談，但蒙藏一木，人多賤之也。」今觀敦煌本，孫光憲語信然。

羅振玉提要有去: r唐宋五代村塾盛行之書，其為虞書，抑為社書，殊未

可臆定。竊疑世南入唐，太宗引為秦府記室，即與房元齡對掌文翰，未必

令撰此等書，豈此書盛行之際，或並三十卷為十卷，交以世南有《北堂書

鈔» ，因嫁名於彼撒 ?J 余謂羅民疑虞世南不當撰此等書，頗有理致，考

《兔園策府》旺杜闢先為蔣王僚佐時撰，其時年在二十五至三十一歲間，

爵齒未尊，撰此等書，不肆其人，則五代時《兔圓策府》為家藏一本之書，

杜個先為家喻戶曉之人物，交何疑焉?逮時隔物異，名字埋沒者千年，乃

其書、其誌、其所撰誌竟并出近數十年間，事之奇異，何可理推?

@一九八五年，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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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進涼國公行道州別駕契茗、嵩墓誌銘并序

(玄票開完十八年〉

右涼國公契志何力孫契志嵩墓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

刻拓本涯編》第二十三珊第三十六頁，釋丈載《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三一

四。

誌去: r公諱嵩'字議節。......祖何力。......艾間。」考《舊唐書》

〈契芯何力傳〉去: r有三子，閱、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

蘭都督，龔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酷吏所殺。貞，司膳

少卿。 J «新唐書» <契志何力傳〉云: r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于

聳'襲爵。」揖: «全唐丈》卷一八七冀師德撰〈契志明碑)@謂明「以

證聖元年臘月二十三日違疾嘉於涼州姑攝縣之里第J '于三人， r長子左

豹韜衛大將軍兼賀蘭州都督上拉國涼國公館，次于右武威衛郎將上拉國姑

攝縣開國子嵩，右玉針衛郎將上往國番禾縣開圈子崇J '是《新唐書》之

「聳」乃「酋」之誤。館襲父爵，而此誌首行嵩之官銜題「涼國公」者，

此誌云: r授公兄口為都督，狼星口怒，臺羊虜雲，不夕即朝，時無可

識，兇蚊大下，公兄頻勝，鐘兵接戰，為虜所擒，荒外身亡，骸留不

返。 J r公兄」下一缺字即「館J '接誌知酋戰死故嵩襲爵位。叉誌謂酋

死之後: r部落有餘，授公為都督，按校征戰。累功遷至右領軍衛大將

軍、赤水軍副持節。吐番頻擾，領兵不干，輕入青海，破軍斬將，蝕錄功

績，授公為特進。表請入朝侍幸，留子檢校部落。......為子嬌逸，言誤侍

臣，眾口非金石，浮被誦口，口連州別駕。......遷至道州別駕。」此契萃

嵩一生約略事蹟。其遭貶誦事， «舊唐書» <王君美傳〉云: r初，涼州

界有迴舵、契，茗、思結、渾四部落，代為酋長，君笑傲時往來涼府，為迴

@契志明碑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二十一冊第七頁，磨砌

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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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等所輕。及君笑為河西節度使，迴舵等快快，恥在其磨下。君獎以法繩

之，迴舵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獎連發驛奏「迴乾部落難

制，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間之，迴舵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

迴乾承宗長流擴州，渾大德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志承明長流藤州，盧山

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事令間、特進契志嵩以與迴舵等結

婚，貶令間為撫州別駕、嵩為連州別駕。」參照誌、史，則契志嵩之貶，

乃坐其子娶迴乾女， ~O誌丈所謂「為子嬌逸」也。此事《資治通鑑》繫於

開元十五年，而嵩父明已先卒於證聖元年，則長流藤州者，非嵩女朋可

知，撮誌所述，間女明、嵩兄館、嵩本人、 i嵩子代為賀蘭都督，則其子乃

契志承明也。承明， «珊府元龜» <將帥部﹒生事〉作「承郎 J '孫名不

當同於祖父，庭作「承郎」者是也。

誌丈云: r先祖海女之子，出於漠北口烏德建山焉。」叉冀師德撰

〈契志明碑〉亦云: r原夫仙窟延祉，吞雷昭慶，因白鹿而上騰，事光圈

蝶，遇奇峰而南逝，義隆嫌簡。」按:契志本鐵勒之一部，兩《唐書》

〈契志何力傳〉亦并云鐵勒人。而此所謂「海女」、「白鹿」云云，則突

厥創世神話之一。考突厥創世神話，或謂狼所生，見令狐德菜等修《周

書》卷五十、李延壽等修《北史》卷九十九、魏徵等修《情書》卷八十

四;謂出海女者，則見段成式《西陽雜姐»@前集卷四: r突厥之先，日

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

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女謂射摩

曰: ['明白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企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

形與吾來住，或射不中， ~O緣絕矣。』至明入閣，果所生窟中有企角白鹿

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圓，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阿哺首

領，仍誓之曰: Ir自殺此之後，賓人祭天。Jl ~O取阿哺部落子孫斬之以祭

也。至今突厥以人祭囂，常敢阿哺部落用之。射摩臨殺阿哺，至暮還，海

@據點校本《商鷗雜姐~ ，一九八三年，源流出版社影印本，畫北。

17



68 臺大中文學報

女報射摩曰: u'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JI J 阿史德者，突厥阿

史那民姻家，二氏為突厥貴脹，是此為突厥神話無疑，鐵勒與突厥異種，

而承襲其神話，蓋受突厥役使之久故也。

又誌云其祖先「出於漠北口烏德、建山 J '烏德建山，位於貝加爾湖之

東，其名叉作於都斤、郁督軍、涓兜 z手，皆譯音也。薛宗正《突厥史》謂

於都斤山乃鐵勒發祥地，其後突厥雖臣役鐵勒，而風俗乃漸鐵勒化，可汗

遂建大牙於此，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六謂「可汗常居於都斤山，每當率

貴人祭其先窟」是也@。若然，則突厥又受鐵勒影響矣。

上揭薛書云:突厥阿史那民原居西海之右，漢魏東遷漠北時有與丁零

聯姻者，因衍為阿史德氏，即「阿史那」與「丁零」合音也。漠之丁零，

即唐之鐵勒。@若薛說得實，是鐵勒與突厥種落間有混血者，而其風俗、

神話遂亦在某一程度上彼此融合。然文化之交融，有不待通婚然後發生

者，第接觸之久，相互融合滲透有不知不覺間發生者矣，鐵勒之與突厥，

斯其一例欺?

七、太原府參軍苗蕃夫人張氏玄堂誌銘并序

(宜t果會昌先年〉

右苗蕃夫人清河張氏墓誌，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

涯編》第三十一珊八十頁，釋丈見《唐代墓誌彙編》會昌 00三。其長于

情撰、次于揮書。

接:苗蕃墓誌見《韓昌黎文集》卷六，出土石本@文字與集本多同，

略有小異。取上舉三誌參校之，有可言者二事。(寸苗蕃誌所載蕃三于執

規、執矩、必復， gp此誌所載蕃三于情、偉、倍。已此誌作者苗惜當閱韓

@以上多薛書頁一 -0 。一九九二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叉，其後鐵勒昕

建薛延陀汗國、回絕汗國亦嘗建大牙於烏德建山，參段連勤《丁零﹒高車﹒鐵勒》

第十二及第十四章。一九八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套上揭薛書頁五十四。

@茵蕃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二十九冊第二十九頁，釋丈見

《唐代墓誌彙蝙》元和 O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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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丈有「無田無官以為歸，無挨親朋友以為依」二旬，設苗蕃遺族生

活之艱苦，而此誌云: r故韓丈公之誌皇考墓云:夫人清河人。......皇考

始以德行文學為鄉里舉，得太常第，辟賢侯府，調參太原軍事，而以懿

圖，丁否數至，德終下位。生于男三人，日惰，日悍，日樁，女五人，是

八孤者，長始孺而少未孩也。天之寬耶?無官以為眛;地之重耶?無回

以為殖。中無為支，外無為疇，牽揖勤艱，經營窮寒，育之教之，殆十

五年，皆幾於就成。 J r天之寬耶」四句發揮韓丈前旬， r中無為支」四

旬發揮韓丈後旬， r中外」即謂中外「族親」也。韓丈「無宮」之「官」

字，別本或作「家 J '考之石本，作「宮」字，文參以此誌，則當年原作

「宮」字，別本誤。的韓丈記苗蕃之孤，無「女五人」三字，而石本及此

誌俱有之，蓋二誌皆強調張氏撫孤，是宜有此三字，然究係苗家所增，抑

韓丈傳抄脫漏，未能遲定。

按:苗蕃祖父含波有同祖兄苗晉卿為肅宗、代宗時宰相，故其一族世

系見《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 '唯該表述苗氏始自襲襲，中文有誤，故

據苗晉卿本傳及苗民一家所出七誌:苗含液誌(無撰者名民)@、苗蕃誌

(韓愈撰〉、苗蕃夫人張氏誌(苗情撰〉、苗硬長于棋誌(苗頭四子苗紳

撰)@、苗硬次于弘本誌(苗悟撰)@、苗硬四子苗紳妻庚民誌(廣道蔚

撰)@、苗陣子景符誌c'揮長于義符撰) @'參酌〈宰相世系表> '重訂

上黨苗氏世系如次，其不知名字者與女子缺焉:

@苗含液誌釋丈見《唐代墓誌彙蝙》殘詰、 O六三。

@苗棋詰、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植編》第三十一冊第一二五頁，釋丈見

《唐代墓誌彙騙》會昌 O三一。

@苗弘本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三十二冊第一 0八頁，釋丈

見《唐代墓誌彙編》大中 O九三。

@苗紳妻庚民詰、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三十三冊第四十一頁，

釋丈見《唐代墓誌彙編》戚遇。三四 O

@苗景符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騙》第三十三冊第一一五頁，釋丈

見《唐代墓話、彙編》成通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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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宜加說明者有三:內據苗弘本誌，苗頭本含被子，含液臨卒，為苗晉

卿股養，站不知其本名為顏為頗為願，要不出三者。(-::> <宰相世系表〉蕃

子情究有名「著」者，乃誤書，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引獎汝霖說攘

《登科記》已疑之，接據墓誌，知表多一世。局接晉卿本傅，其子皆取帝

主名，中有「呂」者，提即表之「昌 J '叉本傳無「收 J '按列入。

查苗蕃早卒，張氏「牽撓勤艱，經營窮寒，育之敬之，殆十五年，

皆幾於就成 J '殆亦難矣。考苗弘本誌，係張氏第三子苗格撰，文謂弘

本「每奉諸昆諸姊及班踴遺控衣服百須，必先身而經紀之，雖遠不差寒

暑J '弘本與著為堂兄弟， r班踴遺娃」即包括張氏之三子主女也'是知

張氏雖「經營窮寒，殆十五年 J '幸賴弘本接濟，其三子乃能「幾於就

成J '皆成進士也。

叉據苗延桐撰其叔苗善物墓誌@J'謂「其時伯叔總有廿，不逾數歲，

孝廉撞第者一十有三 J '是上黨苗民本讀書之家。延間本人登制舉科，其

子含液、含澤進士，含被孫、苗頭子苗紳進士，含被孫、苗顆子苗蕃進

士，蕃子三人情、偉、悟皆進士，情于台符、陣子廷父叉舉進士，廷父兄

義符銜題「鄉貢進士 J '而名不見《唐登科記考» '登科與否不可知;總

計延關于孫，進士過九人，其中苗蕃子孫五人，蓋亦盛矣@。方韓丈公撰

苗蕃墓誌時，寧知逝者亦將有賢子孫耶?然必賴賢母之教誨、諸父之接濟

乃有以致之，叉何怪苗情撰母誌、苗悟撰苗弘本誌拳拳以為言也。

八、隨縣尉李克諧妻乾干氏墓誌銘并序

(聽果成通三年〉

右絃干夫人墓誌'拓本見《北京闡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涯編》第

@苗善物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握蝙》第二十三冊第八十五頁。釋丈

見《唐代薑誌彙蝙》聞元三五五。

@以上讓各誌及徐松《唐登科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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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加第一0九頁，釋丈載《唐代墓誌彙編》戚通 O九六。首行下題名

云「父魏博節度掌書記朝請郎槍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柱國雁門縣開

國男食芭三百戶賜耕魚袋潛撰 J '是艾為嫁女撰誌也，例不多見。

誌云: r夫人其先本姓田氏，六國時有諱成稱王者，漢初有諱侮封於

齊者。及周室遷都，雄攘棄雍，干戈大試，戒馬生郊，豪傑乘時，英賢繼

腫。十二代祖諱弘'事周有勳'策拜司空襄蔡六州節度使，封雁門公，仍

賜姓絃干氏，義城公，廣開府撰墓誌及神道碑，具述錫姓之由， {北史》、

《周書》備較勳烈。」接此，則誌主一家乃北周武臣田弘之後，田弘神道

碑今載庚信集中，墓誌則未見。誌載弘「策拜司空襄蔡六州節度使 J '廣

碑及《周書》、《北史» <田弘傳〉則作「都督襄昂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 J '

考北周時無「節度使」之名，此誌去者，文人以時官例前代之官耳，不得

據以言官制也。

誌云: r初，官民志有乾干，與後魏同出於武川，孝文南遷洛陽，改

為干氏。逮周氏之路，則與彼殊塗，實以司空才冠一時，盡忠王業，虜言

『乾干jj ，夏言『依倚jj ，為國家之依倚。」揖: «晉書》卷一二五〈乞

伏國仁傳〉述其先祖乞伏可汗云: r乞伏國仁，朧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

弗斯、出連、比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E蟲於路，狀若神龜，

大如陸車，乃殺馬而祭之，祝曰: r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

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見在焉。時叉有乞伏部，有老艾無于者，請養

為于，聚成許之，老女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日絃干， r乾干』者，

夏言『依倚』也。年十歲，曉勇善騎射，彎月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

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

誌、史相參，知「乾干」為「依倚」云者，攘鮮卑語之語意言之。查北周

賜姓，不關血攏，人所熟知，今攘誌言，則賜姓略同於美稱，蓋較諸漢人

之賜國姓者，實饒理趣。是知當時賜姓種種，其意義猶待探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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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五記唐昭宗為朱溫所迫， r天復三年，

沖人擁兵殺宰相崔 j亂、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由入華州，

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 II"百姓勿唱萬歲，朕弗能與爾等為主也。沿

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 r乾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

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 J jj 言寵，法然流涕。」顧祖禹《讀史方輿紀

要》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條云: r乾真山，在府東南五十里。乾員，猶漢言千

里@。其山冬夏積雪，故諺云: r位真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jj

......亦名乾干山。」則謂其山積雪嚴寒，鳥雀將凍死，當遠離也。按顧

說山寒凍死鳥雀，本諸《水經注> '是於文獻有稽。然若說詩僅攘地理狀

況，且未注意昭宗之詞諸記載實多作「乾干J '則余意以為猶有未拾。考

高歡奉孝靜帝自洛陽遷都難，並收軍國政務歸己，時有童諸云: r可憐青

雀子，飛來都城裹，羽翩垂欲成，化作鸚鵡子。 J® 叉一作: r可憐青

雀子，飛入那城裹，作案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言與婦母，好君新婦

子。 J @以鳥雀喻傀儡皇帝，於唐昭宗而言，正是前朝典故，而被投遷

都'事叉相類，故昭宗「乾干山頭凍殺雀」云者，一則以傀儡皇帝朝不保

夕自衷，二則謂可依倚者皮不能寄託也。《新五代史> <意彥卿傳〉謂昭

宗所言為「但語J '然出昭宗口，文意之無奈悲慟，實有越逾恆常者。以

此義推昭宗之心，或亦有當數?

誌云: r高祖植，皇任穎王友;曾祖著，皇僕寺丞，累贈禮部尚書;

祖息，皇河陽節度使，封雁門公，贈吏部尚書;父溶，見任工部員外兼侍

御史，封雁門縣男，食芭三百戶，賜耕，充魏博節度掌書記。......夫人郎

渚長女。......夫人三弟，日繪、日就、日昱'皆太廟齋郎。」揖: «北

史> <田弘傳〉謂田弘闢于仁恭，仁恭二子，世師、德懋@。誌不言植與

@ «元和郡縣志》卷十八謂: [""虜言『位真JI '漢言『三十旦JI 0 J
@見《北齊書» <神武紀〉下、《北史» <齊本紀〉上。

@見《情書» <五行傳〉。

@ «周書» <田弘傳〉僅誠一子恭，此從《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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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及仁恭之親屬關係'以時代考之，植恐不與世師、德懋同輩。叉《元和

姓籌» r乾干」條云: r代人，孝文帝改為干氏。河南:貞觀有乾干承

基。貞元僕寺丞乾干遂，其後也。生俞，潤南縣尉。」辱仲勉《元和姓第

四校記》謂: r (著)此作遂，殆誤。......俞為患訛，滑南尉，元和七年

忍之見官也。~亦見《獎川集» 0 J 粵民考「遂」為「著」之訛、「俞」

為「息」之訛，其說甚確。唯粵民似信植、著等為承基之後，或恐不然。

考乾干承基誌~，不諱言出自鮮卑，而乾干璿乃強調為回弘後，若不能證

明濤等不出回弘，則難證為承基後矣。疑《元和姓黨» r乾干承基」與

「貞元」間有脫文，本不連讀，故不必牽連為說也。

按:植以下名多不見於史，而乾干著有詩四首，今存《全唐詩》卷七

百六十九。其〈感春詞〉云: r未得鳴呵謂漢宮，江頭按寞向春風;悲歌

一曲心應醉，萬葉干花淚眼中。」蓋未得志時之作也。<插上〉則云:

「鳴鞭晚日禁城東，滑水晴煙攝岸風;都傍柳陰回首望，春天樓閣五雲

中。」則宛然有自得之意，蓋仕於京師時之作也。乾干息， «新唐書》

〈藝丈志〉著錄: r«序通解錄》一卷。字成一，大中江西觀察便。」書

今不存。《全唐丈》卷七百二十三有乾干俞賦七首，小傳云「俞元和中進

士J '俞~Oi鼠也。乾干海文，除此誌外，有〈贈太尉韓允忠神道碑〉一通，

見《全唐丈》卷八百一十三。其生平出處可以二丈綜合考之。按誌云:

「今年(威通十二年)五月，濤從尚書穎川公弓控之禮來魏博。」考《新

唐書» '魏博帥田全陣以成通十一年卒，韓君雄代之，韓有穎川一望，故

知誌所謂「尚書穎川公」即韓君雄也。乾干渚以成通十二年五月至魏博，

為掌書記。其年閏八月，女乾干氏平。越三年，倩宗師位，改韓君雄名允

忠( «新唐書》作允中) ，攘碑，允忠以乾符元年十一月卒，明年二月葬，

@吃干承基誌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四冊第九十八片。承基生平，見拙

文〈初唐墓誌績考六則> '華大中文學報第五期，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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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乾干溶為魏博節度掌書記，故為撰碑也，其事蹟可述者如此@ 0 «全唐

詩》列乾干著於年代無考卷中， «全唐丈》則僅謂乾干息元和中進士、乾

干渚乾符時人，資料貧乏;乾干息資料，可攘清趙餓、勞格《唐尚書省郎

官石住題名考》卷七補，著與海則可接此誌補之矣。

@ <唐樣言》卷二、《太平廣記〉卷一七八「諸州解」條載能干車有子吃干峻。「熔」、

「峻」同音，疑是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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