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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 鷹 考‘

;읍 仁I 明 夫

序 言

柳芳是康代的歷史學家. 玄宗， 蕭宗， 代宗， 德宗四朝時任職於史館， 著

추궁永泰新讀二。卷， )활暫四C卷， 大居宰相表츠卷， 휩書됐例틸一卷잦繼承 

吳就， i홉述完成T上 自高祖下줍輔宗乾元年間的國史一三C卷. f띤많不像劉 

중디幾， 吳鏡， :{土佑受到後t먼之人的重視， 也不像跳思蘭， 李延壽， 令孤德쫓 

偶被人提及， 但是他與헐述等人合著的國史一三C卷돼被當做藍本幾乎全部 

收納進舊庸書的前半部. "한歷경E編驚新庸書N.資治通鍵時*11찾援用了其中的 

大部分. 困此꿇們對庸代史學家當中有如此{찮大業績的他， 應該給予댔高的 

評價才對.

這篇報告是對柳芳的史學， 主要是從E활層編幕的經繹以及其其體內f참， fl;i 

寫的方式方面進行맑究. 

二. 擺述홈廣的經過與所記鐵的期間 

훈舊홈書卷-四九柳登傳， 記載훌庸歷編흉흉的經韓. 因薦後世的史料협以 

l比寫依據， 所以됐把原文刊登如下， 以供參關.

父芳， 輔宗朝史官， 與同職꿇述受듭낌없修吳就所擇國史， 殺좁未竟폐述亡. 芳體

述fU껴!， 動成國史一百三十卷. 上自高祖. 下止乾元， 而殺天寶後事， *현無倫類， 

取짧팬工， 不탱æj{;所稍. 然芳動於記註， 含좋뿜f卷. 屬安史짧離， 國史散落. 騙

짧所聞， 쫓多關隔. J:元'*'坐事徒몇악中~뿔內官高力士亦꿇ÆJ‘1-1， 遇諸途. 芳以所

젤禁中事， 힘於力士. 力土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 芳隨口志之. 又以國史已J$i';, 經



C 154 ) 東亞文化 27輯

於쫓細， 不可復改， 乃別鍵居뽑1m十卷， ç)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

由上可知， 柳芳낌E簡宗時代， 뚫述死後， 繼續갱진修吳}찌所擺國史， 共-→百

三十卷 • {묘有關곳寶以後的記述， 困史料塊集不易， 率多깨~r，댐， 不첼史家所 

稱. 左上π年間， 찌P芳困罪被放홉默J:þ， 與被1iJ.j깥到즈i6Ni的高力士낌E途中不 

期而週， 由흙5力士口中聽到了許多有關開元天寶年間的政治事情. 可是，tE

那時‘， 월획벚E上뭄훼廷， 不可復改， 所tJ柳芳根據i뜸力土所言又寫‘了}판層四 

十卷-

목7~:tE新탤〔書卷--三二f1JP芳傳中， I徐了舊함書中所說的事以外， 뎌뜨提到T 

}펄현是編年體史書， 因其J:þ未立찮많義例， 故而핍좀Ij學者11꺼的批評. 

f뽑율]史已送닫， 木可追刊， 乃推{\'1義類 ， ihi編年法， 샘f판!쯤四十篇， 順有異聞.

然不立짧평義f찌U ， "ft홉諸屬識듭Ú1. 

至於卷랬四十卷， 未引起異論， 但其l흰所記載期團的下限， 則因人而易，

大體可分寫댐種不同的說法， 以下稍加說明，

新/함書卷一三三體階傳중， 

꺼， 柳芳fF~흡歷， 大홈以後關而끽℃쇄， , 宣宗듭검崔龜從， 윤EK첫， 李햄‘ 3동짱遠1St{합 

等分年챔Eg껏， 盡元和以續효. 

iID玉海卷四十七編年템簡， 續E단J참條所검 l中興書 담강. 

찌]5Eql뿔i!빨탐， 起j원義寧긍디年， 盡大1替十三年八月. 初7J것월원링크， 용역i힐祖뚫휩元， 

凡百三十篇， 됐天寶後事，쫓取不倫體·後崔鉉續修之 未就 宣宗大띠問， 命
崔龜從*1룹十三年튜， 盡元和十五年， 凡二十二卷.

由上二탱당 l用中可見， 때P芳所擺居層只記載了從F휩;義寧元年(六一七)到大 

험十三年〔七七八)八月寫止. 從大歷十三年春開始到元和十五年(八二。)間

的歷史記載， 是由崔鎭從等人繼柳芳j書歷之後， 完成了縮康層.

可是， 通志藝文略史類編年部著錄康層공， 

/힘柳芳標틸l엽義寧元年， 듭5建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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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康層記載著從六一七年到七八二年的歷史.

但是， 在郵짧讀書志卷二上編年類的庸鷹條， 首先以新 • 舊居書寫依據，

說明成書之經偉， 接養提及書中所載至七七八年， I쳐容對制度鉉述甚寫詳盡， 

如下所효， 

起l렵義寧元年， 쉽大뺑十르年. 然不立쫓1ìZ義f껴」而殺制度詳. 

直짧書緣解題所述與都짧i讀書志所필뿜寫庸}쯤起於六一七年進於七七八年

高似孫在史略卷三)書層條中鉉述r成書的經過後說，

按曺歷起f톱義寧元年， 듭g建cþ三年. 

쭈口通志所記相同. 

通志·史略與新屬書·玉海·뿜續讀書志·直瓚書錄解題等書中所파記錄 

之下限之所以不能一致， 當如下所言P믿. 

文敵通考卷i九三所引李쫓之言. 

(前略) 按劉꿨、謂芳始/탱JZt書， 未成而先博， 故世多異本. 今l버篇首注훤땀義직장元 

年， 굶建中三年， 凡百八十죠年， 而所載乃總於大歷十四年. 資治通용옳fEf슨以딴歷 

짧證紙햄， 見於考異者無慮百十餘， 而此皆無之. 其H兌亡又不止此랜. 疑此則恐所

謂未成而先f專者， 或後人妙略芳뿔， 故不得其全. 써邊零落至J}t， 亦고J'借iÞ. 今以

盧諸書校錫誤. 應加是王， 其文或지可知，;r:事應有而無者， 皆列卷末. 更候考求.

馬端臨51用李憲此話， te處不得而知. 可是， 以此寫據的話， 李壽有一部

I뿔層， 把힘和通盤考異所引的뺨햄1:1:較， 又和}활代諸史料對끓， 쐐正錯j誤， 

j故了屬햄的校補本或輯本. 但李壽所參照的!활層쩍不齊全. 雖然tE卷首註記

是記錄了I홈義寧元年至建I=þ三年問z歷史， 但是其實只記載到大歷十四年，

而且其中也沒有通鍵考異所51탤}협的文章. 因此他據쩔Ij잃所言 「빨歷， 還?암 

完成而傳於世的異本有쩌多J ， 認寫自己所擁有的庸層是未完成的居歷， E§ 

者是後人轉寫時省略的庸J灣.

在此f直得￥~1F~注意、的， 當是쫓U평所言. 쩔1\땐是tE司馬光編集通鍵時最被信 

賴的助手， 也是精通於每朝歷史的一位學者. 雖然他沒有直接擔任過합朝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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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編集， 可是應該對廣層持有젠大的關心， 看了幾種妙*， 續鉉述了上述

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好幾種}활햄的存在， 發生了짜1上述츠不一致. 

至今仍難斷論WP芳所著的康햄是寫到建中三年， 後來其中→部分{짜失不全， 

뼈1I핏是本打算寫到建中三年的歷史， 但是只能寫훼大햄十三年八月寫止， tJ 

後沒寫好. 總츠， J.앞햄， , 形式是즙B載到建中三年的編年史， 但是， 到了탤宣 

宗時代， 已經只有完整保存꽃U大歷十三年八月寫11::的歷史. 

}합탬、成書的年代不詳， .(묘據함會용흥卷三十六~族， 乾元元年條후‘， 

貞7다中， 左司용f，中柳芳論rf;族， 序四姓， 則分I:f1Zr적T， 領之四海. 世族則:'7GW

東. 載在투혼햄. 

可知柳芳tE貞元年間 〔七八五~八O四) 所著的文章收入在)합짤f. 由此可

知在貞元初， 柳芳還f당繼續擺述康J暫. 如果從上元中被放j초決著述新的編年 

體史書開始計算的話， 可쩌]所費之之時tE=二十年以上. 康歷的確是험柳芳畢 

生J心lÍll之作品.

二. 홈廣的홉罷形式·鍵述態度及其內容 

I합햄是編年體的史書. 高{以孫在前당 l史略的文之下둡， 

又按前史有吳歷六卷胡{며擇팝歷二卷， 陳歷二卷. 僅歷蓋因之乎.

說}합햄是採用吳歷 • 팝歷 • 陳層等史書的形式홉寫的. 但是那些史書? 今世:

已不復見， 到底是繼承了f可種方式， 不可得知.

함層的書寫形式， 類似實錄~품編年體， ill:EL↑以乎有列傳的成分. 還有켠즈 

前記的都爾讀書志、卷一上說뺨歷關於制度的記載狼詳細， 似온flßi웅有屬於志 

的事項1) 前51的庸會憂卷三十六~族條칼， 論~族序四姓的文章姓系論被

收進탱歷中. 因寫柳芳-tl1'是→位非常優秀的系讀學者， 在永泰二年著有皇室

1) 參照、太田品二郞康歷 iζ"':) ，ζ --c (山田孝雄追傳史學語學論集-→九六二年) 所收{핏 

文15及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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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

!書텀쯤-

7k떻語二十卷， 所以姓系論被收人庸}쩔r::pjt不是件不可思議之事2) 

승닮考윷所깅 l的휩햄記載著iN多官府的設置和!↓}縣的廢置， 表示홉젊公武的룹 

詞是正確的.

因寫탬:層構述的動機有‘三 迷修吳就國잊=.:ITí디完成的國史--三8-卷中的 

天寶以後的部↑分， 寫得不好， 受到學者們的惡許 二， 安史亂後國史17:失更

甚. 三， 上元年間從高力土1월得갖口開元天寶年間ff-J攻治事情. 所以表面上看

來暴述}합I햄的重點 g 뽀1 ， 好像t&:tE&寫天寶以後的歷史， 其實不一定是如此.

舊/휩書是以童~， 柳커:所著國史寫藍本而成書這f牛事， 

但是保留훌柳芳j書:휠原形的舊]펌書좌1탤}햄;츠間， 기;但開元天寶間的記載不→ 

已有前A指網過.

樣， 就是開元天寶以前홈1l分的記載也多有不同. 

달fj홉담fE散↑失， 現雖看不줍U完整的本子， {틴ltE資治通鍵考異 (以下簡稱考

異) 中읍깜多당 l文， 大略可}웹知其具體內容. 接下來， 我異談談考異所引휩 

歷的덴;文和新 ‘ 舊， 兩曺書” 諸實錄的tt較結果‘ 論述E률협和其얻史料的關 

困寫也有同一ß~中引二次t휩歷的， 故

所폈的康歷總共有~八八뚫. 츠E考異所검 l有關펌史史料當中 ，.둡是亞於諸實 

錄， 新舊兩庸書的次數. ←→八八處中， 被採用的有八十→， 被ill:記的有八十

••, 被否定的有二十六. 光띔 펴些事實， 亦可得9iD通盤充分flj맘了빨f협.Eß 

f系及柳芳擺述}활團時的態度. 

考異中引用庸햄的條共有「七五條， 

中宗 ) 屬宗 | 玄宗 | 關宗 | 代宗
<hU

A4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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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댐 宗)則 天|

各朝代흩的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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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止u용카디짧是玄宗， 힘햄宗兩패]採用Jî~f古了半數以上， 表示훌這兩朝的記錄異 

2) 姓系論在新j합활卷一九九柳jlpj專被節略收入. 所以我們可以略知姓系論的大搬內
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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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期

챔닐[펀뻗←초한혼한l젠찬펀룻변찬l켠콘j현콘l펀초「펀仁 
歷 居 |프I 3 • 1 I 느I 1 i o I 0 I 19 I 2 1 느 i 2용

폰 r 1 j 1 r 0 r_3 .1 __ 1 í_O J~ε1 1 1 2 [ 21 

歷 많 I ~I 1 I 士 J 0 I• 1 1 닌士1_3←~王~I 1_上끈→ 
'R I 異 1- 1-1 0 1 1 1 3 1_0_1_0上士」←펀_oL~ε 

J:t其B時期來得詳細， 난뜨證明編驚庸R좋的主횟動擬寫修正開元天寶以後歷史 

的記載 ì둡說法:;lt不f닮. 但是， 玄宗朝以前的部↑fr也有相當多的감 l 用， 讓￥k

↑p~覺得似乎柳芳是修正全體歷史記載.

考異所引的}합歷和庸書本紀的比較結果如上表 l릎些表是關於 日 期和 R 期

以外的內容和本紀的比較.

考異겨ζ來是iE諸史料間有異同時才記載， 從高祖到容宗間記함)협和本紀間 

異떼的考異浪5↓、;i.룹意味훌， 就是兩書的記事量有差， i묘兩書記載的 日 期추口 

l쳐容幾乎都i樣. 還有， 舊庸書的前半收納뽑代的國史， 명吳j댔 • 휩述 • 柳

芳等所著庸書一三。卷， 是前A己指觸的事. 如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出舊廣

書:æ後품編暴時有修&的部{分， 然、就全體rm言， 沒有特別大á'.J평改. 依此說

法將JF흘땐￥n舊庸흥촬本紀互相對照， 發現除了玄宗평~的記載以外， 兩書z間幾

無差←異，fñJ묘兩書同樣誤記了 日 期. 由此觀之， 柳芳在驚述댐:땀時也려他廣 

書--三O卷中本紀훌使用的 터 層， 其암內容也是基本照他的}휩書합寫. !펌」햄; 

흉풍述的動機是f뎌從高力土那꿇得휩j的消息&寫開元天寶年間的歷史， 所以舊

투혼書玄宗紀及居햄間的-뿔同甚多， 是不足寫奇的. 1활歷大體上是利用先成書 

的國史flP!휩書一三O卷寫基隨史料的. 

可是， 關於玄宗朝以前的記述 tt不是完全相同. 就是說， 탤歷jt끼;{월是 

&寫開:n;天寶年間的歷史而已， 同時也많寫T以前的歷史. "활歷和舊}합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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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흉굶 1굉宗 | 高宗 I J!1j동 |굶동7屬宗 f 玄宗 ( 輪宗 ( 代宗
同 I 5 I 0 I 2 I 1 1 I 0 : 4 I 3 1 

꿇「τ「τI 3 I 8 ! 2 I 다꾀펴 
협~ lJ왈 

{團之間的關f系也是如此.

Pulleyblank先生칼， 舊J투혼書從卷五十三至卷一。六所收列傳， 뿜取 自 於찌[l 

芳}홈書一三。卷 3)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從卷五十三jξ一。六的列傳記事和함 

J협的記戰不同如上表， 表示훌庸層對玄宗朝以前的歷史也不都依據先完成的 

居書列傳而獨自更C5z. 如此除了c5z寫玄宗時歷史以外也改寫r玄宗以前的歷

史， 由此可見柳芳是짜、修吳鏡 • 毒述的國史擺成Tf.흩書--三。卷， 因而應該

짧有更c5z吳鏡等擺述的部15}， 正因寫如此， 所以他對庸書一三o卷中開元以

前的部%懷有狼大的不滿. 所以， 他除了횟많正開元天寶以後歷史記載的錯 

誤以外， 身寫歷史學家， 也要忠實地記載f활一ft的歷史， 成一家之言.

因對著述罷有這樣的熱情， 김Ei뼈獨自的判斷下， 選擇採用〕’史料. 這個擺

述態度具體表現在眼實錄的關f系喪.

日 期

寶錄| 高祖 ! 太宗 J 힘宗 1 則天 | 中宗 f 樓宗 j太上皇! 玄宗 )薦宗l代宗) 듬l 
同 I 0 j 3 I 0 12111111) 3/21 펙{ 
異 j 션 1 ← 2 I→←，--1프上 1!l'uI4/7-j53 

딛한 햄-

般 內 容

--""-헌순펀~I 1 !느뜨[갚치 o j]괜王j코 
異 I 2! 2 i 7 I 7j 2 I o ! 0 I 11 I 8 I 3 I 42 

{환 휩 

實錄是볕좋國史擺修時的基本史料. f.혼團中記載了頻多眼實錄相異之事 J들意 

3) E.G. Pulleyblank, The Tzyjyh Tongjiann Kaoyih and The Sources for 
the Hístory of the Period 730-763 C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I. XIII, Part 2, 1950 
pp.44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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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fç훨-↑펴f당 [Q參考 了첼-錄以外的諸多史料. 

쩔늠즘 긴， 깨芳t1m述]함땐;ZR용， 把j좀書一三c卷fFl펀基짧덩크#:옹， ”옹없了許多 

玄강등파L宗， p:팀代的記載內容， 而까tf둡之체j的歷핏， {衣據實錄주R實錄以싸的덩크 

;J4, j끼、 침 己判|펴r進行修많~不是只有把뺨:합一三。卷ax:編成編fF體닷l휩다E 

딘
 
以上:뭔텔땀和其칩!션料1:1::較結果的椰括性的랬述. 接훌， 싫述젠 턱E꺼r며 종혹 

{강"也;if둔說， ↑댐述찌芳鉉述武則天時的異常態度. 

考」뭘쉴 j→ i(永徵六年七月) 帝欲以武|핍優寫震핍， 韓짧 • 來濟誠Jji奈콕‘ 

한 :t'lf1E比年四月. 슈-據寶錄， 四月， 韓짧 · 來濟未寫待I수1 • r-þ펄令. ~한탬又그극? 

헐 · 濟행L 훤不값. 按立武!료듭g書， 행j긍ßt?당닮武132;. 然則未홉협震a己也. 今從숍흥‘ 

f룹是對띔宗;맺把武R딘顧 (:tln武則갖) 升寫辰4딘時， 韓f쫓&.來濟ilX對的족흉↑휩 

ö''J考월. n"~題Z所在是此事發生的R풍 B 和其成否. 以下補充考월中不淸楚的 

fRS↑치‘， 생묶說늠1=細情況. 

f괜탐감;的*略!져容是說， 四月， 立武|입橫탔震i(갑;츠議起. 雖然韓f쫓及來濟反 

對， '1꾀 {JJj'[ jj판 f鎭寫震t己. 司馬光認寫韓環和來濟昇薦댐中，r=þ書令是五月王 

辰之事， 四月빼還未升寫待석::t . 中書令， 立武ftE嚴寫慶떠;EZ議 f댄↑門應該無 

法1x對才是. 於是否定屆}替所說的四月. 꿨認/옆;룹個判斷4덩正確、 

E경줬파l;!]딘t짧是否升寫i늦U라這件事， 由j'[武]듭즙검書有 i~펀廣武당」 ;;둡句話， 

피確↑듭강:FU굿沒有升寫展해. )픔會몇中也提及因韓짧 • 來濟熟言， 所以立끼딘 

;ι경주7]긍뭘 1!{司馬:lt;~用탤:會펼RT言， 是應該的. 但료1馬光的說明不{흉淸갖뚱. 

꿨認1잠:iJ김E司馬光寫즘짧考異的l치容簡i緊故i균未염引用其'l~벚料. llt點， 주상 

ιf← n딩/、ιτ f1.r; E~~^ ) J'" J! 디-→ l' . 

舊1띤휠픔i편宗紀沒有說꽃1litfr김 1’쫓升寫震갯급之事， 只說.

( ~<t.f.k/’지年) 쫓十月已펌 ...... 立武昭構武.EE;옆皇}즙， 大敬天下.

;쏘說武則5단升寫震떠. 했TI땀書高宗紀， 雖未提及자震k딘z議， i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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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차〈織六年十텀) ζgp， 1L'fJ늦~c:武R상힐f읍. 

認寫武~IB嚴升寫展Q러了. 還有新 • 舊탬書則天武듭紀都說武많升줬훨iíi다， 썼; 

後升寫皇듭. ;듭찌t是說 H有舊居펄高宗紀認寫파5;未能升寫辰끼E， Jj‘E잊i 

料都如J휩歷所言， 섣It韓짧 • 來濟反對， 可是파11낌構還是升寫震지己. 

由舊함書高宗紀:&則"j(紀的[쳐장相異휩來， 띠고F表示看那些部f3떠tirR者끼; 

是同←→人. 못外庸댄징쭈口舊1단書高宗紀不[司是困寫:fJíIj芳:tE擺j펌땀‘時， 끊1~1:꿇녔 

펴E • 휩述國史8'1高宗紀， 是以獨自的判斷많처i'l'J， 或者依據舊j품등를 liU天紀 

〔可承認、國史一두三。卷中的則天紀) 헬;6?. j뭘有新f합書高宗紀쉰舊}힘雲폐;宗 

紀所픔 írt낌慶武B:J 니k成 í)j늦~ê武ER」， ;ji1μ판因篇依據j휩땀듭다較파舊[.J밥뜯릎 

貝”天紀改寫的.

新舊兩탤書韓擾傳쁨未듭니:힘關立辰깃니之事， ~t'f來濟傳中， 회%提j강反對立따 

Q3Z事不贊成， {딘對結果如fîiJ， 去J거긍암~î 흉~;ili，. 되外，:tE舊I봐雲長ff;웠iiF! · 

짧途良t專，ilL沒뚫到쉽‘댐Hl늦4딘事{午” 只:tE I發 =Ef;듭立)t\';BÇJ핑탑時늠디짧了 1 立!f딘 

:r義힘~Ef;J풍皇IBJ 7fz쩌 「핀ljι武f딩j. lli就是說， 長孫無J콤、傳 • 複싹μ」핑델‘서 

武5;沒升寫篇써5. 찌1강찌 앉國史--三。卷中힘宗紀擺述E판)합， 但쥐 끼j立1길꾀 

事則按照國쁘다~則~r:紀꾀記載， 忽視了國뽀列傳的記載. 

總之， 1:tJ펌!젤早完成 Ii'] r합宗實錄 • 舊탬書高宗紀 (可認랬꽤있 -三(」싫中 

的高宗紀) ~;죠?탑닙디誠武당자-훤YCl之事‘ 而且也確實沒有‘這種事픔. 1Ej꾀!늄‘ 

認寫高宗不聽韓f흥환人펴i言， 將끄3:;.E.\;升寫震~ê ， 表示出펌힘把打~:껏 iFFj/ri-찬 

떠之事돕í 1i故寫歷닷~Ð!J事實來記述， 讓人覺得武則天是좋步地寶챈 는| 다뿜j;心 

的人物是沒錯.

這有在考異卷十 í(體德、/C年) 十二月武낌f뒀政， rþ外謂Z二뿔_ 11쭈說. 

J펌歷， 훨면후체펀， 캠方表奏， 짤U준;싫二뿔. 帝坐子東間. 텀坐二fj7펴떠. ，1듬팬jj;J찾 

핍，4，殺在口.Jli(퍼;따雖펀몽， 뿔(냥i칩宗尙在， 與高宗對坐， 풍뿔토훼f~~~ 乎. iS、거; 

至此. (?從훌쫓웠. 

j늠是關於f펴寫武 !듭參 1&後 fi'J作風 ÉJ"J考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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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활짱說합宗坐東間， 武텀坐西間， 受群댄朝請， 武팀P띔其個人쫓↑曾， 決

定E2民之生것E， 表現出武많不但擁有大權J'l非常暴띔. 在高宗寶錄、中雖也說

피~6憐有極大的權力， 就是天子也奈f可不了地， 但武l즙 f乃有‘顧/료 未直接聽

政， 採줌륨!藉聽政， 寫得較寫f행轉. 如通鍵本文說.

目옳J:每祖事， 則텀훨慶於後， 政無大小， 皆與聞之. 天下大權， 훈、램中'g ， 쩔m 

「沙殺生， 決於;lt. 口 • 天子洪手!1ll已. 中外謂之二聖.

司馬光認寫， 高宗tEt止B흉， :[\6不應和高宗1펴:坐， 受群텀i즙첩拜， 因而採用了

實錄的記載~특是i당正確的判斷‘ 

把멸주탑~Q高宗實錄É1~表現對照看看， }합鷹所抽寫的武팀較高宗實錄所랩i寫 

的파}듭更寫暴닷無JfCt. 大觀柳芳在擺寫居薦g총， 根겨이젓有꾀 麗慮的勢力댐鏡， 

因ltl:決心直振了當地記述. 反正柳芳認寫武팀乃大惡之人， 表現相홉’偏激， 

未↑故客顧的記述.

tE考異卷十 l(上元) 二年四月， 太子弘題」 條記載.

新書本紀코， 己*. 꿋탑殺를太子. 新{專A' 즙將騎志， EA奏請款↑꺼;뜸. 從흐~-&î 

활품;， j휠娘裵. 康땀굿. 경J、仁孝英果， 深협上‘所鍾愛. 自 升챔太子. 폈禮大토鴻f띔 

zτ1::， 末홉居有過之地. 以請隊二公主， 失愛於天팀， 木以등풍終. 寶챔、 · 舊傳쌀不 

5 弘遇엽:1:. 按李;;、對蕭宗코， 휩宗有八子. 溶宗最행. 天rã-所生四子， 팀 돼行第. 

따향宗옳第四. 풋티孝폈皇帝， 협太子藍國， 仁明孝↑弟. 天텀方圖臨힌]‘ 乃財殺孝

하 5L準王협太子. 新書蓋據~七及땀歷也. 按弘之JE ， 其事雖明. 今더코時人以뚫 

天팀핑t7. 疑以傳疑.

j딛是對太子弘在-合흰종宮暴짧;츠疑的考異. 

新)판펼高宗紀핀， gE白地記述了武됨殺太子. 新)판휩孝敬뿔帝린、‘f專，ttL同 

樣즘다載了띔殺太子. J품~fn긴、따認， 太子|정奏請使蕭淑Q딘的二個女兒能出밟， 失

:z:;;武묘다쫓， 不能f당콕E긋年， R-쉰示了被殺之/機. 可是， 견E高宗實錄쭈G舊j팍書 

;孝歌皇ι쥔弘傳 p，、記載了從行幸페合뿔宮， 在那겸풋37E了. 

司띈jE說新}書書是根據李泌對등햄宗所說的 「武}즙願殺了孝敬皇帝J4i ￥n벨 

4) 캄"R힐李홉찢所著걷용æ;、f횡或훤l!찾外f흡及舊E환書卷_.-六承天皇帝{싫{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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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記載而寫的. 至於弘的死因到今B 也無法明確地斷定. 因Ilt記載只止於

T當時之A認寫弘是被武듭所殺j. 司馬光的判斷和記述的方法是相當갖當的. 

依照梁씬줄뽑E꾼的없究5) 來看， 太子弘뾰不是被武듭毒殺， 而是死於8떠結 

核. 果륨如此的話， 那就是柳芳的判斷錯誤， 以莫須有之罪名加諸於武Fo，

對於不明的事寶應持保留的態度， 柳芳對武13;:的定罪未免太急切T些.

짧U까口幾在擺述高宗實錄時， 受到有勢之人的壓力， 不能忠實地記述. 還有

舊휩書 (舊國史部分) 有평護曲筆的部分也是꿨所周知;之事. 柳芳看到前A

著述中的這些缺點後， 想盡可能地照事實來記述， 可是從前三段事實看來，

WP芳的記述態度， 還是有所偏差， 沒有給予武텀公正的評價. 在以男뾰寫中 

心的최建社會， 動不動就給予榮훌萬人之上的j\J{ lf天惡評也是不得E之事F밍. 

[브是， 把這種評價明顯寫出的最初史書， 好像是찌n芳的庸歷. 柳芳tE對武則

天的醒寫中表現出的偏順、態度， 也正表現出了柳芳做寫史學家的能力的界限

iiL不過如Ilt. 6 ) 커外‘ 柳芳對파則天抱有全然낌定的態度， 似乎也쭈E當時史 

學界的懶流有關. 此點現;펀不詳述 7) 

풍중後， 주상再預微討論新E륜書. 

덤겹於武13;:升寫E눴己之事， 新투판書高宗紀繼承庸햄和舊혐書則天紀的記載說 

武E\;升寫震t己. 몫有關太子弘之死， 新탤書的高宗紀和孝敬皇帝弘傳繼承폼 

歷和李驚的李泌f專之語， 說펴;店毒殺7+따. 像這樣， 新庸書繼承了庸鷹r:þ偏

激的記述， 對把武담的形象定寫뿜房無따的女A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5) 쌀1륨康太子弘JET~市浩核， 뭔tF易修형任武則天， 收入武則天與乾隆(三奏出版社，

-九八六年)頁89-96.

6) 柳芳對歷史人物及事件? 有!뽑無法給予公正客觀的評價. 他站1'E極其保守的立場
以宗緣制的維持￥n九입l 中正샘1J;í홉是， 批등쭈科쩔훌힘1]. 關於此事， 在牛致功先生所著

柳芳及其史學(收入벚;갇:海르E編I펌史論業第二輯，~西人民出版社九八七年， 
파246-260) 힘詳盡說明. 

7) 德宗建中元年(七八0)沈E[濟論國不應該列武則天寫本紀. 參照舊庸書卷-四九
沈j專師i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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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홈層的 評價

투탄鷹是柳j굉 탬二十餘年之心血所擺寫的펄→生精心之作， 不{필 f필是값iE了 I챔 

元天贊以後歷史記載l퍼錯誤， 而표L對함횡8的歷잊으， 也照己意忠챔‘':t也듬디파， )향 

←一家之言的編年잊3. 雖然、在當時學者們批評)~탄탬、未立헐ll￡的義例， 긋조{j평、評， 

可;맡其價f直핏是被大家承認， 宣宗時崔龜從編察續땀펴、. 

文歡通考卷→→九三所녕|李憲之語공. 

:本출q 歐陽{lî'tr 0 가"Jíi~修}펌紀志及傳펴馬光修資治通짧， 꿇좌X띠 l→卷中事짜펴?‘ 然

異聞흉-話6년多遺쫓， 芳;;$:書蓋不可少. 피~1專指芳歷不‘立윗따義Øù ， í:않쁨f뷰파!iJ 늠.-;， 然

페所贊房감꺼t*等語， 則皆因芳之舊공. 

新)합書和資治j힘銀L幾乎全部採用 了)펌l뽑中的記事 김E거;패手上完成H낀f딩;玄船， 

단如R每 • 挑뚫， 키:뭔等人á'~傳합 Jæ.，完全採用了柳芳투단띔 디=1 :::츠語ï=1Ll펀光;츠 

子司馬康也:옳參jJO~댄짚i編集的有力人物， 他談到j현識깅3料튿션. 

其在正史外而有以댐떠之. 쏟펴事， 則듭j ‘띤修， 챔t兌 • 참宏 r침jC꽤 tWf윌R덩十 

六國캄F*l〈. 蕭方等三十검딩품~， 李hIE:앙뿔， 퍼@無表;-tTI규TfJ騙， *1'펀記ÞJ; W!F김i.i~J* 격원， 

建}꿇賽錄짧橋而下無讀뭘. f률以져S轉람野史탤솟百家5뽑錄iE'集HU集첼!또낀~~:f;;;1T~펴XJU 

F햄， 흐돔多存， 而不敢少낌、也햇是柳芳康쩍':ffi홉最可훌 8) 

l판代史料， 從牌l'띤野史 • 딘家禮錄 • 個人文集， 基認 • ìi덴없 1"5-狀푼ijlJUf專， 

能륨到的資料都휩了， 씬f非馬馬忽忽、地隨意看過， 那받길줬料 1=1=1댄펌、ffi?둡펌f直. 

l펄1찜從其中對武則곳的~;X述來침， 雖有主觀不適띠的記載， 但I;~~당끽IR듭}펀 

光等人띈認최;tr9::料方j회有相當휩的價fI흉， 是-部非常’댈秀的덩크뭘. 

8) 玉海卷四十七編年， 治zp:資治通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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