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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

導言 
─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

一、

西元 280 年，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了自黃巾之禍以來的

亂局，表面上歷史的波滔似乎暫時歸趨平靜。隨後十年

間，來自蜀國的陳壽完成了《三國志》1（本書以下簡稱「陳

《志》」），可謂對三國史的一次總結與素描。然而事實上三

國史的錯綜複雜，也在魏蜀吳各地史家爭相追憶故國家邦之

人物神采與山河風雲的激情中悄悄擴展開來。而一百四十多

年後，劉宋元嘉六年（429），裴松之則奉命完成深具史學意

義的《三國志注》（本書以下簡稱「裴《注》」），再一次將

此錯綜複雜的三國史屬性揭示出來。

1  陳《志．吳書．三嗣主傳》云：「（孫）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

丁亥集于京邑。……五年，晧死於洛陽。」見﹝晉﹞陳壽撰，﹝南朝

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1177。按：太康五年，即西元284年。又《晉書．陳壽傳》曰：「張華

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見

﹝唐﹞房玄齡（578-648）等：《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

1997年），頁2138。而《華陽國志．陳壽傳》亦載：「華表令兼中書

郎，而壽《魏志》有失勖意，勖不欲其處內，表為長廣太守。」可

知，荀勖應見過陳《志》；見﹝東晉﹞常璩著，任乃強（1894-1989）
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634。而查《晉書．武帝紀》太康十年條：「十一月丙辰，守尚書令、

左光祿大夫荀勖卒」（見《晉書》，頁79），可知陳《志》至少完成於西

元289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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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注》中蒐羅的史料總計 225 種書目，史部典籍即

有 157 種 2，若將陳《志》視為指標性的定位，成書時間點在

其之前的著作，主要有曹魏（220-265）官方史籍王沈《魏

書》190 條 3、魚豢《魏略》170 條、孫吳（229-280）官方史

籍韋昭（曜）（204-273）《吳書》115 條 4、胡沖《吳曆》32

條 5 等等，可視為陳壽著書時能夠及身可見的史料。至於

陳壽撰史時未能見及的著作，則有西晉中期張勃《吳錄》

109 條 6、西晉東晉之交虞溥《江表傳》123 條 7、東晉習鑿齒

2 此項統計數目主要依據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林礽乾先生指導，2003年），

頁88-89；及本人偕同研究生林盈翔作進一步統計。
3 早期著作可見﹝日﹞滿田剛：〈王沈『魏書』研究〉，《創価大学大学
院紀要》，第20集，1999年，頁263-278。

4 相關研究可詳見﹝日﹞満田剛：〈韋昭『吳書』について〉，《創価大
学人文論集》，第16集，2004年，頁235-285。唐燮軍：《魏晉南北朝

史學探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王東先生指導，

2008年5月），第一章〈韋昭《吳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錄》對

《吳書》的徵引〉，頁8-19。
5 關於《吳曆》的成書時間，歷來說法不一，依陳《志．吳書．王樓賀

韋華傳》陳壽最後寫下的「評曰」：「韋曜（即韋昭）篤學好古，博見

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樓）玄、（賀）邵、（王）蕃一時清

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說明陳壽可見胡

沖之史論，故定為陳壽可親見之史籍。
6 《吳錄》成書年代沒有確切資料，惟考察陳《志．吳書．妃嬪傳》引

《吳錄》曰：「（孫）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

卒。」按：「永寧」乃西晉惠帝年號，可知其書成於陳壽之後。相關研

究可詳見﹝日﹞松本幸男：〈張勃『吳録』考〉，《學林》，第14、15合
併號（1990年），頁260-302。

7 關於《江表傳》的成書，可見《晉書．虞溥傳》記載：「（虞溥）卒於

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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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8《漢晉春秋》67 條、《襄陽記》15 條，共計 82

條之多等等。

而歷來對於裴《注》的研究雖然已經累積了不少成果 9，但

是大多停留在外緣的幾個區塊打轉，並沒有真正將其置諸三國

史的大架構中，逐步去探究裴《注》所引諸書在歷史語脈中暗

藏的語碼與意義，以致大多停留在「導論」層面的概述與解

說。以下先就歷來研究裴《注》的範疇，歸類為三個項目：

（一）裴《注》成書歷史環境的描繪

首先牽涉到裴《注》產生的由來，《宋書．裴松之傳》

曰：「上（宋文帝）使（裴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

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南宋晁公武（1105-1180）

在《郡齋讀書志》亦稱：「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

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加上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頁2141）故知其成書於渡江之際。
8 吳直雄考定其卒年在西元412年，見氏：〈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考

辨〉，《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4期（2009年
7月），頁74-80。葉植則對吳氏一系列相關成果進行批判，見氏：〈論

題係沙上建塔，鐵證乃謬誤堆成─答吳直雄先生並與其〈習鑿齒及

其相關問題再考辨〉一文商榷〉，《襄樊學院學報》，第32卷第12期
（2011年12月），頁13-23。不影響本書的情況下，先暫依傳統據《晉

書》、《建康實錄》之記載，判定習鑿齒卒於淝水之戰（383）後的太元
九年（384）左右。

9 早期有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對裴松之的生平、作書背

景，乃至於裴《注》體例和引書、史評皆網羅整理；近期有王嘉川、

劉春紅：〈二十世紀以來《三國志注》研究述評〉，《南京曉庄學院學

報》，第4期（2011年7月）。文中對中國歷代裴《注》的研究做出整

理，共列出六點，本書將其融鑄為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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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

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

紛錯，每多舛互。」10 可見裴《注》寫作的動機在於宋文帝的

旨意，而原因則在於陳《志》的內容遭時人詬病為簡略。

至於劉宋當時的學術背景，也營造了裴《注》形成的史

學因素。錢穆（1895-1990）先生即指出：「當時史書則已

特別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講三國史的都採來注在陳壽

書裡」11，說明裴《注》和劉宋時代的史學興盛有關，逯耀東

（1933-2006）則進一步認為「中國自古經史不分，魏晉以後

史學逐漸脫離經學，但史學仍和經學有密切的關係。……裴

松之的《三國志注》在本質上仍然是從傳統的經學蛻變而

出」12。此後學者所論大多不出此二說。總言之，魏晉時代因

為經學和史學的分野，使得這個時候大量出現補注經、史二

部書籍的著作，這種背景成為裴《注》形成的原因，也影響

到它的體例。

（二）裴《注》注書體例的考察

歷來對於裴《注》的研究，除了對於成書背景的考察

外，著作體例則是另一項重要的議題。前文已說明魏晉時期

注史體例的突破，讓裴《注》的體例成為更適合用於史書

的方式，誠如清代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云：「注史

10 ﹝南朝宋﹞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見《三國志》，頁1471。
1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頁93。
12 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
年），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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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注經不同……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

也。……若世期（裴松之）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

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已經說明裴《注》在當

時脫離經注的體例，是有其必要的，如此也不難想見裴松之

在史注體例方面亦是相當值得後人關注。綜觀之，恐怕清代

李慈銘（1829-1894）對於裴《注》史料價值的解讀，應當

還是最平實的觀點：「裴松之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

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13 不僅肯定裴《注》能夠

「博采」，還能夠嘗試在諸多「異聞」中進行辨析史料的工

夫。民國後，最早關注裴《注》體例的有陳寅恪提出「合本

子注」說影響甚大，此說認為裴《注》的體例受到當時大量

翻譯佛經，卻同本不同譯，於是出現「合本」編撰的影響 14。

此後，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可謂這方面研

究的里程碑，逯氏以杜預《左傳集解》為例，說明魏晉時代

注史和注經開始分道揚鑣，而裴《注》正是注史體例另成風

格的具體作品，因其脫離訓詁解釋名物，而體現了史學批評

的價值：「透過這些裴松之的自注，不僅可以了解裴松之的

史學及其思想，並可探索中國史學脫離經學轉變中，史學評

論形成過程」 15；「裴松之的自注，不僅對魏晉史學作了批評

13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上冊，頁195。

14 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

店，2009年），頁180。
15 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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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總結，並且為中國史學評論闢創了新的蹊徑」 16。對現今

研究裴《注》史注體例奠定良好的基礎。其實裴《注》史注

體例的揭示與重視，正是從裴松之本人開始，其〈上《三國

志注》表〉云：

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

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

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

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

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

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

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17

這段上表裴氏提出了「補闕」、「備異」、「懲妄」、「論

辯」等四個體例，作為裴《注》的敘事的架構，歷來討論

裴《注》亦不出這四個體例。此外近期有林盈翔的學位論文

《裴松之與劉孝標史注學比較研究》18，就有意欲總結前人研究

的企圖心，並且將視野拓展到與《世說新語注》進行比較，

可謂另闢研究史注體例的新視域。

16 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頁374。
17 ﹝南朝宋﹞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見《三國志》，頁1471。
18 林盈翔：《裴松之與劉孝標史注學比較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文進指導，2010年7月）。對於裴《注》徵引

的史籍、各史籍徵引之概況，還有對於裴《注》體例研究的探討，較

早期的成果可詳見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林氏曾參酌

之，並有更詳盡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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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裴《注》字數與引書篇目方面的爭辯

裴松之徵引的數量相當豐沛，許多已經散佚的史籍，現

今主要就是仰賴其注史的過程而得以保存。而且就保存史

料的程度而言，相較於《水經注》、《文選注》等著作保存

史料的概況，凸顯出裴《注》「首尾完具」的優越性，如四

庫館臣所言：「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

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

《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19 劉節（1901-1977）亦稱：

「裴注所引史籍頗多，也保留了許多古史資料。」20裴《注》保

存已經散佚的史籍，這點為歷史研究的貢獻可說是無庸置

疑。但是也因此出現了陳《志》本文和裴《注》注文彼此字

數多寡的紛爭，這個問題最早由晁公武提出；晁氏《郡齋讀

書志》即云：「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群說，

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此後這個說法不斷沿襲，皆

認為裴《注》比陳《志》多出數倍。余志挺《裴松之《三國

志注》研究》以鼎文書局出版的新校標點本陳《志》逐字計

算，得出《三國志．魏志》本文 205,218 字，裴《注》共引

215,668 字；《三國志．蜀志》本文 58,351 字，裴《注》共

引 40,322 字；《三國志．吳志》本文 103,118 字，裴《注》

共引 65,371 字。亦即陳《志》總共約 36 萬餘字，裴《注》

19 ﹝清﹞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冊2，頁973。

20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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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 32 萬餘字，陳《志》全書字數比裴《注》多，這是已

經可以確定的。

裴《注》的史學價值，除了量化統計的問題外，研究者

自然還會將焦點放在裴《注》徵引史料的內容上。但是對於

史料內容的運用，通常會先考訂這些倖存史料之真偽 21，進而

信服那些無法判定為偽的史料，從中進行推敲，將之判定作

歷史真相。唐代劉知幾（661-721）《史通．古今正史》說：

「宋文帝以《（三）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

之，兼采眾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

為本焉。」22 可見裴《注》成書以後眾所矚目，早已成為研究

三國史不可或缺的一環。繆越（1904-1995）〈陳壽與《三國

志》〉一文說：「裴注體例，不在於訓詁名物的解釋，而在于

史料的補闕與糾謬。」23 而批評裴《注》史料價值的觀點，則

劉知幾《史通．內篇．補注》就批評：「少期集注《國志》，

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

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

萍實者矣。」24 認為裴松之注史徵引相當多的史料卻不加刊

定，只能是「坐長煩蕪」、「甘苦不分」之舉。而後南宋葉適

21 裴松之在注史時對於鑑別史料亦是相當嚴謹、執著，誠如楊翼驤云：

「裴氏以第一手材料為主，從不輕信，認真鑒別史料，從不同方面考証

史料，開創了史料比較法和發展了史料考証法。」見氏：〈裴松之和范

曄〉，《學忍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71。
22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66。
23 繆越：《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頁18。
24 《史通．內篇．補注》，見《史通通釋》，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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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223）有言：「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

見《注》（筆者按：指裴《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已盡

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25 清代趙翼

（1727-1814）《廿二史劄記》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云：

「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當時已皆

閱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傳之一二本

以駁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趙翼這番話，顯然是針

對清人熱衷於陳《志》補注的現象而言。26 然而葉適和趙翼

的話，其實正好反面提供了探究陳《志》和裴《注》的另一

個進路：陳壽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角度與立場，對這些「棄餘」

之言進行刪剪？這應該才是當今研究裴《注》的新方向。

對於裴《注》研究的回顧，大致有上述三種舊的思路；

然而若是僅僅將裴《注》置諸此三條進路，恐難再有所突

破。筆者近年來對裴《注》所引幾本重要典籍進行系列的探

討，有意改弦更轍，主要就是將裴松之所引用之史籍視為對

陳《志》的質疑與解構，進而將裴《注》與陳《志》的「對

讀參照」視為對三國史真相的追究與重建。然而嚴謹的史

學工作者皆知歷史真相的重構根本是不可能的 27，但史學工

25 ﹝南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三國志總論》（點校重印本，北京：中

華書局，2009年），頁405。
26 有關清代對陳《志》的研究狀況，可參黃文榮：《論清代《三國志》之

研究─以校勘、評論、補注為例》（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呂士朋教授指導，2002年）。
27 黃進興曾稱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史觀：「他（蘭克）

認為史學有別於其他科學（science），就在於它同時也是一門藝術。……

當史學於蒐集、辨識、探討材料時，它顯現了科學的特性，但在重建

與敘述史實時，則轉成藝術。」見氏著：《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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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誘惑性及迷人的動能，卻也是在追逐真相本身。此項

工程，必須先長期浸潤於陳《志》之文本，方得以全面對照

裴《注》所引諸書在陳《志》語脈中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

以下本書將依據此深層核心概念，以習鑿齒《漢晉春秋》、

《襄陽記》、魚豢《魏略》、王沈《魏書》、虞溥《江表傳》、

韋昭《吳書》、胡沖《吳曆》、張勃《吳錄》等為例，進行

是項工作：㈠其中陳壽所及見者有《魏書》、《魏略》、《吳

書》、《吳曆》，重點在於推敲陳壽刪剪的構思與原委，此為

裴《注》的第一種讀法；㈡其中《吳錄》、《江表傳》、《漢

晉春秋》、《襄陽記》等，則是陳《志》成書之後方才出現

之史籍，在本書的方法架構上則將其視為對陳《志》的質疑

與挑戰，此即所謂裴《注》的第二種讀法。若能將兩種方法

相互交叉運用，並與陳《志》文本詳加參照辯證，即可就此

獲得三國史重建的線索。

二、

無論就寫作的年代，或本書所謂裴《注》兩種讀法的內

在理論結構而言，魚豢《魏略》、王沈《魏書》均應排在本

書的前二篇，但本書實際的編排卻以成於東晉習鑿齒《漢晉

  （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頁58。但真建立起「史學敘事藝術化」

理論的，應為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為了將這種種不同的風

格彼此聯繫起來，使之成為史學思想的單一傳統的諸要素，我不得不

假設一種深層意識，在此層面上，史學思想家選擇了概念性策略來解

釋或表現他的史料。我確信，在這個層面上，史學家表現出一種本質

上是『詩性』的行為。」見﹝美﹞海登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十

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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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襄陽記》為破卷之作，主要原因就是習鑿齒的著

作中貫串著擁蜀炙熱的信念。就在習氏之後，中國史學史就

出現一股堅定支持蜀漢為正統的史觀，跳出長期成王敗寇的

狹隘觀。本書雖然一再揭示陳壽在寫就《三國志》時，實際

上是暗地裡間接地揄揚故國家邦的蜀中人物，但由於身處晉

室王朝，陳壽的這片故國鄉懷，始終隱藏在作史時刪減舊籍

的曲折筆鋒之間。陳壽不但是三國重要的史學家，自己也是

身陷三國歷史洪流中一道受傷的靈魂，本身就是歷史的見證

者。陳壽生於蜀漢後主建興十一年（233），而隔年，即西

元 234 年，就是諸葛亮逝於五丈原的關鍵年；也因此，陳壽

從一出生便遭逢蜀國最大之劫難―「諸葛亮之死」。其青

少年時期的蜀國，可說籠罩在蔣琬與費禕苦撐大廈於不傾的

苦悶世局中。但當陳壽正式入仕後，也是蜀漢王朝正遭到宦

官黃皓把持之時，蜀漢政權也逐步走向黯淡的黃昏。陳壽也

眼睜睜地目睹自己的祖國，於西元 263 年被北方曹魏的勢力

併吞。而他在亡國五年間，皆隱居於家鄉巴西安漢縣（今

四川南充市）的萬卷樓讀書治學，直到西晉武帝泰始四年

（268），才又再度入仕，陳壽時年 35 歲。28 但此時其所服務

的對象，已轉變為西晉政府。是以陳壽於北方中原雖然竭力

秉持史家的冷靜與弘觀，寫就一部偉大的三國史，但我們卻

可以看到陳壽在運筆之際，仍時時流露出維護故國家邦之

思。既然一個史家的身世處境如此坎坷複雜，則陳壽以其苦

心如此寫就《三國志》，非但不是身為一位史家的瑕疵，反

 
28 李純蛟〈陳壽生平考述〉，收入氏著：《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

社，2002年），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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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其大節不奪的執念與氣魄。

繼陳壽之後，雖有多家史籍記錄漢末魏晉的史事，然皆

未有正面維護蜀漢之作，一如清代錢大昕（1728-1804）所

言：「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

魏不知有蜀久矣。」29 唯獨習鑿齒在一片擁曹抑劉之中，明確

標舉仁義王道之師，揮揚蜀漢大纛；對爾後南宋朱熹《通鑑

綱目》以蜀漢為正統的史觀遙啟其端，進而對說部《三國志

演義》的敘述角度及諸多關鍵情節，也產生極重要而深遠的

影響。

將魚豢《魏略》擺在第貳篇的原因，在於《魏略》對於

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的各項功績，似乎和習鑿齒站在

完全的對立面。置諸於次章，正好應了裴松之所言：「若二

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30 兩

兩相對，頗收映照辯證之功。《江表傳》一書置於王沈《魏

書》之後，主要在次序上可以明顯反映出蜀漢與曹魏兩家之

爭外，後東吳時期的《江表傳》在「赤壁之戰」與「荊州之

爭」的事件上，如何運用巧妙的書寫策略宣揚江東孫吳的立

場。「三吳之書」―《吳書》、《吳錄》、《吳曆》，由於三

書合併一起討論，內容較為繁複，故置於討論裴《注》引書

的最後一篇。

本書看似集中大部分的力氣在剖析裴《注》所引重要典

籍對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但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本書深

29 見﹝清﹞錢大昕：〈三國志辨疑序〉，收入氏著：《三國志辨疑》（廣雅

書局《史學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序頁1。
30 陳《志．吳書．魯肅傳注》引「臣松之案」，見《三國志》，頁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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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的筆韻，應有著「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史觀在焉。文

獻的引用表面上著力在裴《注》之書，筆鋒卻不時環繞在重

新探取陳壽著書的曲筆義微處，這也是所有治三國史學者一

旦實際地將陳《志》與裴《注》相互對照參讀，必然會面對

的處境與抉擇。

三、

本書雖然以十之七八的絕大篇章，討論裴《注》所引用

的八本重要史籍，作為對陳《志》的解構與重建；但另有一

本典籍也悄悄在進行對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即范曄（398-

445）於元嘉九年（432）起開始著筆的《後漢書》31。

《後漢書》雖然主要記載的人物事件是由東漢光武帝

（25-57）到漢獻帝（189-220）共計 195 年間的史事，但卻有

36 年的時間與陳《志》的記載重疊，這段時間本書稱之為

「前三國史」―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至漢獻帝延康元

年（220）。《後漢書》對於「前三國史」32 的敘述，有以下特

點：

31 張述祖：〈范蔚宗年譜〉，收錄於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13-45。
32 于濤曾提出「三國前史」之觀念，但受其專書所論主題之限，僅論魏

文帝篡漢建國之黃初元年（220）前的動亂時段，實際上並不包含日

後三國鼎峙之階段；見氏著：《三國前傳：漢末群雄天子夢》（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但筆者認為，依陳《志》所論，則所謂的「三

國史」實應自東漢靈帝中平元年起算，如此才能與范曄《後漢書》中

所載之漢末階段的史實進行比對，以見其異同，是故兩者不應如于濤

將之切割斷離。故今擬將此一階段正名為「前三國史」，以見其於陳

《志》、《後漢書》二書中敘述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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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裴《注》所蒐集的史料，范曄皆可得見。

㈡�范曄距三家歸晉之西晉時代，已事隔152年，故其得以

有更寬廣的時空與立場重新探討漢末的世運與變遷。

㈢�范書既名為《後漢書》，故其書當然聚焦於後漢一

代，而陳《志》則以群雄爭霸及其勢力如何崛起為敘

述重點。

故本書專闢一篇即擬以兩者重疊的 36 年中的重要人事為

研究對象，剖析陳《志》與范曄《後漢書》於前三國史敘述

觀點與方式的異同，名為〈范曄《後漢書》中的前三國史圖

像―與《三國志》及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參照〉一文。

《後漢書》敘述此 36 年的歷史重點，在於探討東漢政權

何以出現關鍵性的轉折，乃至於朝政江河日下，進而潰敗崩

毀的始末原委；而陳《志》的敘述重點，則側重在探討魏、

蜀、吳三國群雄如何在亂世中藉勢崛起。故本篇除了掌握此

一重要的精神底蘊之外，將進一步略述《後漢書》涉及漢末

前三國時期各項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意義。由於陳《志》係

側重敘述漢末群雄並起、互相競爭以致形成三國鼎峙之局

面，必然會以董卓、曹操、袁紹、劉備等軍閥逐鹿的史事為

主軸；相形之下，對於導致後漢滅亡的諸多因素，也就易於

一筆帶過。此間敘述之差異，卻正是陳《志》與范曄《後漢

書》之間對於前三國史圖像建構之區別。范曄《後漢書》除

了參酌眾家後漢史之作外 33，更重要的參考文獻，便是元嘉六

33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本，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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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的裴《注》，正好提供范曄於元嘉九年起撰作《後漢

書》時豐富的前三國史料 34。經本人統計陳《志》與《後漢

書》兩書間對漢末人物立傳的總數 119 人中，兩書皆有立傳

者為 18 人，尚有約 101 人僅在《後漢書》中立傳，是故本書

認為對於漢末中平元年起至延康元年止的 36 年間，陳《志》

與范曄《後漢書》顯然在歷史的敘述方式上有著顯著的不

同。

故本書前五篇代表本人針對陳《志》與裴《注》，進行

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之諸多議題；而此處則建立在此基礎與

結構脈絡，對《後漢書》與陳《志》重疊的部分進行比對，

並以下列五大線索為取徑之法：㈠范曄《後漢書》體例特點

對其前三國史敘述之牽引；㈡《後漢書．孝獻帝紀》體例下

獻帝之造型；㈢陳壽與范曄評議曹操篡漢筆勢輕重之別；

㈣范曄《後漢書》對後漢崩毀關鍵人物鋪述筆法之剖析；㈤

范曄《後漢書》對漢臣忠奸褒貶及其史筆之曲折。進而對裴

《注》的研究在三國史學的意義上，可以擴充至《後漢書》，

使得對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獲得更寬廣的視角。

34 《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云：「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

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

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輓歌為樂。義康大怒，

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見

﹝南朝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1819-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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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說「赤壁之戰」是三國史中重要轉折的關鍵，那

麼北宋時期那位天才橫溢的蘇東坡及爾後說部的《三國志

演義》，就是討論「赤壁意象」無法迴避與繞過去的兩座高

峰。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表面上似乎只能停留在裴《注》

與范曄《後漢書》所謂的史籍之上；但就廣義的「三國文化

史」35 而言，由於這樣兩座高峰的介入，使得「三國」在文

化的發展史上，出現了錯綜迷離的交光疊影，是以本書第柒

篇〈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

「心事」、「故事」的四重奏〉討論之。

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所發生的「赤壁之戰」，不

僅決定了日後三強鼎峙的歷史格局，也成為日後流傳的三國

故事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重要橋段。但直到蘇軾（1037-1101）

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神宗元豐三年二月至七年四月，

1080-1084），期間多次偕友遊於「赤鼻磯」，而寫下一系列

的赤壁文學：〈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後赤

壁賦〉、〈秦太虛題名記〉、〈記赤壁〉、〈李委吹笛并引〉等

等，藉詠史或傷逝作為抒懷自我的載體；利用謫降與不遇的

「心事」遣悶，建立對三國歷史的全新解讀視角。使得「赤

壁意象」突破了傳統政治上的「國事」之爭，與學術上追求

「史事」真相的還原，進而進入個人抒懷的曲折「心事」。除

35 此所謂「廣義的三國文化史」，乃用沈伯峻的說法；參氏著：《三國漫

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3年），頁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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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黃州赤壁」轉為中國文學史上獨具象徵的「東坡赤壁」，

也開展了後世敘述三國故事的多重空間，足令後代文人恃以抒

志，澆胸中塊壘；但也使「赤壁意象」逐漸偏離歷史軌道，

而有所謂「三國赤壁」與「東坡赤壁」的名目 36。直至毛宗崗

（1632-1709）批本《三國志演義》採用楊慎（1488-1559）「滾

滾長江東逝水」的〈臨江仙〉作為開卷之詞，一方面再度將故

事的脈絡導回歷史的軌轍，另一方面則巧妙綰合東坡以來的抒

情傳統，在其「擁劉反曹」的基本立場下，使「赤壁意象」在

「故事性」的渲染聲中，重新與歷史接軌疊影。

事實上自唐代（618-907）起，「赤壁意象」便不斷出

現在詩作中，而唐人偏好採用周瑜與曹操之對決來詮釋「赤

壁之戰」；然對雙雄爭霸之刻劃顯然引導出「赤壁意象」的

另一作用，即因事興感，而抒今昔盛衰的人事之慨 37。最著

名者，如杜牧（803-852）〈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38

吳喬（1610-1694）《圍爐詩話》曾謂杜牧〈赤壁〉「用意隱

36 有關「三國赤壁」與「東坡赤壁」的交光疊影，及「東坡赤壁」如何

成為中國詩畫主流的原委，詳參衣若芬：〈戰火與清游─赤壁圖題詠

論析〉，收錄於氏著：《游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性再生》（臺

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202-253。
37 齊益壽先生〈多重「對話」與「讀者」反應─陶淵明三首「以史為

體」的詠史詩探微〉一文中，提出閱讀中國古典詠史詩的兩種方式，

其一是較具普遍性的「以史為用」，其次則為受人目之為「質木無文」

的「以史為體」。顯然唐代有關赤壁史事為題的詩作，亦存在著由「以

史為體」轉變為「以史為用」的過程。齊文見洪漢鼎、傅永軍編：《中

國詮釋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輯，頁183-200。
38  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冊2，頁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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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實最得詠史之體：「古人詠史，但敘事而不出己意，

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

之病。」39 則除了能感受杜牧懷憂國政、悲己不遇的抒情遣

志 40，實則其也初步完成藉「赤壁」的歷史抒懷個人情志的意

象類型。兩百三十八年後，蘇軾因新舊黨爭所引發的「烏臺

詩案」，遭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經歷了黑獄的死裡逃生與黃

州艱苦的生活環境，促使蘇軾對於「物我關係」產生新的體

悟。而在這種心境下，東坡的赤壁之遊也就與杜牧的詠史憂

國產生差異 41。其實蘇軾自己也很清楚黃州赤壁並非「赤壁之

戰」的真正戰場 42，不若杜牧乃由歷史記憶出發所感懷 43，東

坡赤壁一開始即已自覺地脫離歷史，轉為安置個人感情之載

39 ﹝清﹞吳喬：《圍爐詩話》，《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85年），冊79，頁698。
40 魏慶之《詩人玉屑》曾論杜牧此詩：「正是《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

王兮，身致死而不得逞』，乃嚴助所作〈哀時命〉。」引自《杜牧集繫

年校注》，頁503-504。
41 直至宋詩，仍舊以藉史憂國的型態來書寫赤壁意象，如南北宋之交的

程俱（1078-1144）〈北固懷古〉云：「……當時鼎足計未成，聊此一奇

空赤壁。人隨流水去不還，臥羊頑石留空山。如今留石亦煨燼，山與

長江相向閑。」顯然在詠史之餘，還透露出對南宋怯戰偏安的苟且心

態的哀慟；見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

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14。
42 蘇軾〈與范子豐八首〉之七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

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又〈記赤

壁〉亦曰：「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

果是否？」分見《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冊4，頁1452；冊5，頁2255。

43 石守謙：〈古蹟．史料．記憶．危機〉，《當代》第92期（1993年12
月），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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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正如林語堂（1895-1976）所言：「蘇東坡這種解脫自由

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變化，這種變化遂表現在他的寫作

上。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

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詼諧，

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覺

道出，同時把人在這個紅塵生活裡可享受的大自然豐厚的賜

與表明。」44 故就東坡的文學史價值而言，黃州赤壁的作品確

立了蘇軾突破文體限制的美學意義 45，東坡利用由「詞」到

「賦」的文體抉擇，呈現其對自我生命歷程的精神轉變 46，使

得「東坡赤壁」也成為後世抒情典型的重要意象；但就「赤

壁意象」在中國文學史中的流變意義來看，「東坡赤壁」則

是首度將「赤壁之戰」的題材脫離過去歷史論述的脈絡中，

成為文人抒懷「心事」，辯證自我生命存在的新題材 47。故東

44 林語堂著，張振玉譯：《蘇東坡傳》（臺南：德華出版社，1979年），頁

238-239。
45 葉嘉瑩已對東坡「以詩為詞」的文體創造與美學意義提出論述，見氏

著：〈論蘇軾詞〉，《中國蘇軾研究》第3輯（2007年2月），頁180-
215。

46 劉少雄〈文體的抉擇〉曾指出：「此詞（〈念奴嬌．赤壁懷古〉）由自

然而歷史而人物，對照生命的無常與個人失志之悲，最後想回歸現實

加以紓解時，篇幅已不甚足夠。……東坡另外的赤壁文學，捨詞而取

賦體，可見他不想深陷於情緒中，想以更明白理性的態度、更長的篇

幅來探索這難解的人生課題。」見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從風騷

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世新大學，

2008年5月），頁172-174。
47 ﹝清﹞黃氏《蓼園詞評》曾云：「題是懷古，意謂自己消磨壯心殆盡

也。……題是赤壁，心實為己而發。」實可作為對「東坡赤壁」意象的

定評；見氏著：《蓼園詞評》，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冊4，頁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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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完成以「心事」來詮釋「赤壁意象」的抒情典型，這也造

成日後眾多歌詠「東坡赤壁」的作品，其所描寫的「赤壁」

與歷史上的「赤壁之戰」漸行漸遠，與三國歷史相關的「周

郎」、「三國英雄」、「釃酒臨江」、「賦詩橫槊」等物事，一

一轉化為襯托東坡清遊赤壁、憑虛獨立的道具。所有的作者

皆將焦點置於東坡的貶謫際遇與豁達風流之貌，顯然其也成

為後世文人共同的嚮往，證明了自東坡以「心事」作為對赤

壁詮釋的新途徑後，也使「東坡赤壁」完全擺脫過去自「國

事」至「史事」架構下的歷史探討，而成為獨樹一幟的抒情

典型。

而自從東坡以後，「赤壁意象」漸離過去「國事」與

「史事」的糾纏，而轉成個人抒志的象徵，一直到毛宗崗引

用楊慎〈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置於《三國志通俗演

義》卷首，則又將歷史意義的「赤壁之戰」影像，重新與東

坡以來的「心事」模型交相疊映，終而令三國的「赤壁之

戰」在「故事性」的喧染聲中重新接軌，正所謂「國事」、

「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若就廣義的「三國

文化史」視野而言，蘇東坡與《三國志演義》兩座高峰的接

續排空而來，其實也是一種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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