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君子不貪不臆不絕。

35 君子不闖不辯不訟。

36 君子不朝拜不團拜不受拜。

37 君于拜天拜祖拜墓。

38 君于利而不義，義而不利。

39 君于取財於市，取知於書，取樂於山水間?敢情於Ide懂。

40 君子取財也奕而不散，交友也疏而後親，治事也理而俊

情。

但君子和於眾而不從眾，戲於文而不治文、生於財而不放

財。

吐2 君子思醫而不諱病，好色而不好1~:fi· ~遊惡而不記仇。

43 君于居喪哀而不號，侍病憂而不懼?遇盜告而不3.§. 0

必君子之居也，擇國、捍臣、擇鄰。

45 君于之居也，避嚴寒、避炎熱、還潮濕。

46 君子不服前架，不若莘衫，不居官合。

47 君于不做i禮拜?不住療養院 9 不買人言i耳: 1'~.E~ 0

48 君子不漁不j鼠不射。

49 君子不籠鳥，不缸魚、不插花、

50 君子「五好嬉 9 二十好閥、三十好色、四川Ii立、五十

而去日天命、六十正足、七十眼Ii頁、八十耳j鼠、九十忘

形，百或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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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劇故事男說∞

段清濤

在本刊二七八期中，本人曾在本題目下，另說了取材於宋朝歷史故事

的兩段國劇故事，其中之一是「賀后罵毆J ，另說的結論是說宋太祖趙匡

風傳位於其弟太宗光義，係奉其母杜太后之遺命，光義並無裳奪之事惟關

於太祖傳位之事，尚有其他說法，站再鋒白，以為描訝。

「賀后罵成j 故事椅說

本補說著重在說明太祖傳位的各種說法，以及近人作史對太祖傳位光

義係奉太后遺命之說所持懷提意見。

一、太祖趙匡j亂傳位於其弟之各種說法

1.建陸造事載，立音王光義為洞，皆太祖之心，初非出於杜太后之意

也。即是說光義前位，是太祖匡)亂的意思，不是太后的意見。

2.凍水記聞稽，太后飲令依次傳佐二弟，即先由長弟晉王光義經位，

再由光義傳位於二弟廷美。

3.正史新錄禱，太宗亦入支軍區命，即是說，當太祖命危時，光義也是

受命托孤之人，太祖並無陣{立光義的安排 G

4.又有一說謂太后欲令太祖匡J~U專1立光詣，有、傳於廷美，然後由廷美

再傳位於太祖長子億EEo

5.架史杜太后傅，但云「傳位於汝弟， J 未提光義之名，更無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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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召趙普到旁受間還命，太后認為太祖所以能得天下，乃因周世宗

死後，以幼兒主天下 (j安周世宗死時僅三十九鼓，于繼位時年僅七

歲一筆者註:) ，幸心不附之故;若後周當時有個成竿的君主，則不

可能發動改譚。同時太后強訶太祖與光義是同母兄弟，以後帝位應

該傳給光義，疆域廣犬，而又能立成年的君王，才是國家之福。大

祖當時表示遵守太后遺訓，同時要在旁的趙普將這情形及太后遣詞If

全部記下，以示:如遠。趙普當場在樹前寫下這誓約，並主主名為記，

德昭 o 觀於光義為j.;亡后所生，而太后尤愛先義，芷史「傳位於汝

弟J 之意，當指光義也明矣 O

")

二、泣人作虫，對光義退位，{;系吾吾太后遺命之說所

1.金置之的與太宗的繼立

太祖究後，蒂位r!=l他弟弟光義(匡義)挺立為太宗。太宗繼(立在信

史中是個隱晦不詐的問題o 先看-下位于7家巨人物街去;

持之懷疑。

太祖將此誓約藏在金區中，再命心腹密藏。

2.近人作史對「主任。置之約」所持健康

(1)太祖部位之次年西控九六一年在扯太后死時，太;j'J§.年三十五，次

于德昭(前主聲三七八期所引以德昭為太祖長于，蓋原作者忽略

大祖主運尚有一早亡之長于德秀也)年十一，太祖7'E時年五于，在

亡

一 一--;'法(至2，)至把5:1

司一一~' ,
于4吉f主f~:;~rl·

tt太后臨死時怎能預知在德昭尚未成年時，太祖邱會死亡，會如

同周世宗一樣，使幼見主天下?當時太祖剛進入壯年，設能插到

平1% -:"t-: 1;~H 71::;
一一--*~__l_; 山 jJ

一一益王 ilii齊(平亡)

[一伊文祖匡j亂

主祖宏且史 \冉、"現
←一一l-~ :A'\λ立了L幸有

杜大后 \ ~.，，-.---"-.--，J~
|一一草，~玉廷美

一--~王光妥(平亡)

六十歲，則德昭巴三十六歲，正是進入壯年有為之期。而太詛

咒亡時，德昭己二十六裁，已非幼兒矣。

F

(2)如此重要的文件 'f可以在太祖病重或臨死前未拿出來公佈，而加

太i[J§.在位 i'六年，死時夫子德昭日六.~去， {'已始終未立足丸子。正義

繼位前為首玉，他本人野心極太，能力弦，富陰說，大祖兵豎立

訣， f;也是參與耘，而且可能是幕訣策割的主要人物 O 大祖、對他非常

親草，;;R初與笠， (W以之咒，版前都處侯，李禁軍。太祖山征，留他 以密蔽?太宗吾IJ位時，向不知有這種文件，可能根本就沒有這同

事。直到太祖死後三年，才關始有「企[宜之約J 的設法，可見很

有位造的I1J龍，意在使太宗得位合法化。

鎮守設方，並安全開封府尹 9 這些都可以君出太祖是右意將大陸交付

正義的。光義本人也有芳、皇泣， Ef1~一說作了布置與安排，朝中上下i迫

于主是他的勢力，非其他人所可比蹺，但他的權位並沒右大租的遺 (3)趟音為人熱衷名利，他若真是誓的的記載人翁證人，應該在太而且

臨死時，鼓死俊不久來宜{布此事。這是他應壺的責任，況且還可詔，已就是:旦有正式的法令依據，太宗完使得位合法，便造出所謂

以巴結太宗，成品顧命重臣，何樂而不認?

的太宗部位後四年，大祖次于德昭被道自殺(事:見本1U二七八期) ,

「金區之的」的說法 O

「金置之約」諒蕾究所記，是當九六一字(太極部位立，次年〉六月

皇太后(社太后)病重時，大祖親自在三手持率藥餌，當病危時，又 另外，太宗的弟弟趕美，也控逼迫~悸而死。這三人雖然是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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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屬，但也是政敵，必欲去之。所以他得位是否已有前約，令

人懷泉。

(5)金置之約，在舊的太祖實錄中沒有記載，到以後真宗(太宗子)

時撰修的新錄中才有。那麼「金置之約」顯然是加增進去的，倡

造的可能性極大。

由上述記載，以及本刊二七八所記太祖死袋，皇后令太監王繼恩去召

她的三子德芳(二七八期友聲記為次子〉入宮等事君來，則太宗之繼位，

似叉不無奪取之嫌了。故史家一直認為這段公案，正史記載隱晦，我們不

研究歷史，無法深究，飯罷茶餘的消遣，也更不必去深究歷史的真位了 O

附帶一說趙匡)亂的味精兵變黃花加身

一、國農1J故事

國劇中有 II凍橋驛J 一劇，故事大略是說過匡風奉命帶兵去拉禦遼

兵，行軍至陳橋驛，發生兵麓，官兵們拉趙匡風酒醉，黃宇包加身，吃旦JE

為皇帝，匡既無奈，只得接受，拉替後周帝位而為皇帝，建立大宋皇朝。

二、歷史事實說明

1.後周朝廷

後周的創建者足使漠的將領郭戚，他在今河北j劇場發動兵簣，取得

政權而被擁立為帝，這個方式，也為後來的趙匡j亂所設法。郭戚在

政治上頗有改苦，死設由他的蓮子于是榮(亦名郭笑)挺立， gp為周

世宗。世宗為人英武，文治武功部極可觀，也是五代中最有表現的

時代。對北方的強敵契丹(遼) ，不但古巴禦，而且能伐，以期收復

燕雲失土;對南方諸鄰國，先威服南唐，也期能說一天下。對內開

始逐步計劃消威武人政治，以草膝唐末以來至五代的武人專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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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施的目的，在他有生之年雖未能完全實現，但卸奠定了後來宋

代治國目標的基礎。世宗於西元九五九年親征契丹，連攻下二1'1'1三

關之地，正謀出師攻取幽州時，因染重病而班師，返聞封後即亮，

七歲的兒于宗司IlIHi司位是為恭帝。

2.後周的軍事力量

五代時期最有權勢的全是軍人武夫，而後周的軍像也是沿唐末以

來的制度，地方上寫藩鎮所控有，中央朝廷只有禁軍。禁軍有三系

統:其一為毆前軍，較親近皇帝，水準較高多但人數較少，後周

世宗時期，頭加整頓，召募精強苦戰之士充毆前軍。其二為侍衛親

軍，為一般禁兵，分為步馬二軍。是三種禁軍雖各有其將領，但實

際上之統帥還是皇帝本人。因為地方的政權與軍殷並不盡聽命於中

史，中央朝廷唯有這支禁軍作為鞏固朝廷的憑依，也可以說帝位全

是由這支武力來維護的。

3.趙匡鼠的家世和軍權擴張的經過

趙匡戚家族為法部(令河北諒縣)人，為官宣世家。他本人生於洛

陽，父親宏殷是軍事將領，歷店、晉、漠、周四代，皆有兵權，在

後周朝廷，他們父子二人都掌典禁兵，頗有提勢，可說是軍正?甚

笨。後周世宗在@p位初年，曾大敗以契丹為後握的北漠，在此役中

趙匡j乳漸露頭角，因功升為都處侯，後來隨征南唐，叉因!JJ升為都

指揮使。當他從征南唐時，半夜他的父親耍入斌，匡措L以為父子~ffi

然有親，但按門夜半之間閉是帝王之法，到天間，方讓他父親進

拔。在討伐南唐同去後，有人告世宗以匡j亂曾劫掠甚多財寶，世宗

命查，結果不見財贅，倒見許多書籍 O 等戰敗南唐時，南唐用間

於世宗，造，人送白金三千兩給匡鼠，想1Qij.陷他，結果匡成悉送給世

宗。因以上種種事實，匡j亂軍階乃逐漸遷升，其在軍中權力也大見

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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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世宗於九五九年北伐病歸時，大幅調整禁軍將領的人事，列表如

下:

毆前車

任 l 新將領名銜|原 任

都點按|張太空剝區十慕容空蹉空蚵一
副都點放 i 慕容延

都指揮使|趙匡 j吉L \石守信

持衛是盟軍

'任

e
‘

當由朝廷決定派趙匡j亂為禦敵之統帥，以慕容延到為先鋒，次日

先鋒曲行出發。當時後周朝廷面臨大敵，而朝中是主少國堤，京

拔中傳出謠言，說要以點接作天子，儼然有山雨欲來之勢。初三

日，匡j亂出兵，謠言停il:。當晚匡j亂領兵至臣聞封東北四十里之

陳橋驛宿營，官兵們I1lP嘩噪欲立匡攏，當時有掌書記趙普、匡j亂

之弟匡義、都押街李處耘，將領王彥昇等人入帳報告，但匡風己

酒醉入睡，眾人只得出來安撫部屬，並且派王彥昇、郭廷寶等率

領研部先馳同京師，一方面通知留在京拭的匡j亂心腹將領石守

信、王審琦等人，一方面企圖以軍區長入坡以待畫畫。

初四日黎明，在陳橋驛的官兵們再度逼營，高呼擁立匡j亂為天

子，要求匡)有L升悵。匡!亂初醒，向未及答詢，黃袍已加身上，被

~~mi1* 1==-=]-
這次禁軍將領人事調整，使趙匡)亂得以握有全國禁軍最高的兵權，

取代了張永德。張永德為周太祖郭威之婿，善戰，聲望又高，在五

代時期，這類人物是最易跋屋一方互記者擁兵自立的，因此難免遭

世宗的懼忌。雖然張永德為後周立?很大的戰劫，也並無跋眉自立

的意思，但地位遠不如他的趙匡 j亂較懂故治手腕，警覺性也高，以

致禁軍最高的兵攏，乃轉移到他的于上。世宗死後約半年，留下寡

婦幼于，匡 j亂乃乘機兵翼而宴位。

“ i 可

•

擁立為皇帝，而後全軍官兵受匡風告誨，依復正規，並且軍車己最

明地立即返京。當時談周朝廷的朝會尚未完旱，匡j有L使得將話美

前往通知，朝中諸巨惶恐不知所措。不久，翰林學土陶穀趕到，

由袖中取出禪佐詔書宣讀，後周帝國的政權乃宣布轉移給匡j亂。

當晚，匡)亂即皇帝位。

6.陳橋兵接底是有計劃有預謀的政變

關於這次很戲劇性的兵簣，舊史上的記載隱晦不明，真相不能六

白;近人作史，仔細考察當時的許多資料，認出了這次兵麗決非

偶然事件，而是有計畫有預謀的犬政麓，下面幾點，可以為證:

(1)九五九年底及九六0年初，北方之情報，舊史中沒有說明北漢

和遼人進兵之情形、路線、邊防等等，而遼史中說九六0年正

5.陳橋兵接

周世宗死後，年僅七歲的恭帝繼位。九五九年底，北方傳來情報，

說遼人有入侵的跡象。九六0年元旦，突然奏報北漢引;聖人入侵。

一切一

•
月沒有用兵之事;閑時還說自周世宗北伐，拔二州三關之地，

遼人異常驚息，世宗病退，燕雲地方官兵始得稍安。以勢付

之，遼國軍民皆恐，不可能部學兵南下;而且遼的穆宗，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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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續)問城新
想對南方用兵，也不關心漢人土地。由這些若來，這個北方傳

來的情報，根本缺乏可靠性，恐怕就是傌造出來做為陳橋兵農

的序幕。

山蔣
喝(2)正月初三日，匡!有L尚未出兵時，京中已有謠傳點故作天子，可

見這次政麓，京按中人已有風閉，只是內廷不知而已。

(前當匡)亂兵變返京，京城中人走告其母仕太后，太后說:我見于

早就懷有大志，現在果然不錯。顯然匡臘的母兢並不警訝這突
花園新揖風景線，大致可分為三區;一區、自山口、亭亭小店右手沿

花園一路經愛土攝，到這區頂點竹鞋，包括拈囡路的新威是主堂。二區、自

亭亭小店左邊花園二路上坡，出折盤旋直達梅崗的中華女童軍訓敵中心。

這裡地勢最高，可以欣賞梯田溪谷，出岫雲焰。三區、是遊樂區，以聽濤

來的消息，也未加評論之詞。而當初三日京中謠言盛傳之時，

匡戚驚慌同家告訴乃妞，唯恐事機洩露，他姐姐反而斥責他既

有此志，木必怕人知，應敢作敢為 C 可見，匡攏的菩志，家中

館為中心，包括游詠池、爾溪公園，及新蛻樂團。早起居戶散步、運動

的，多土4三區梅崗。一股遊客則屬集三區。每逢星期假日，車水馬龍，給

繹不絕。惟有信主的，一心向著一區桔圍路是立堂，天天晨更朝里。筆者原

有體擷覺的習價，一直未能草除，但自遷居新坡以後，為要參加晨更查

經，不得不勉力提早起床，久而久之，終於克復困難，除去數十年晏起的
•

句，晶,
舊習。

花園新載自然離不了花，這裡吋別介紹社區裡一位了不起的女青年作

(4)匡風赴陳橋之前，曾焚毀文書一批，自有用意 C

(5)兵鐘之時，好似演戲，計劃井然，安排有序，不像真正突發的

兵土嘩援。同時，有許多說不過之處， t列車日匡既木人為禁軍

領抽，拉禦強敵之全軍統帥，豈能夜宿大醉而不知兵車蓋?倉促

之際加身之黃袍又何來?碑位詔書那能臨寫就而成的?

人都知道。

家認使胏妹。她自十二歲時起， @H1:， 5頃位風濕關節炎，竟奇買般克復了足

以想像的艱苦困難，自我進修，完成了許多優美著作。在她所著「生之歌

總之，原稿主主贅，責為趙匡風所自漏、自導、自潰的史劇，另外再加

土三種憑藉，始有成事:一為使周朝廷剩下孤兒寡婦，對匡措L無法拉制。

散文」裡有一篇「山與花J ，對新拭四時的花木，有生動的描述:
二為匡風文宏殷久掌禁軍，匡臘的部屬，多為其艾蓓口祂潭，失于二人皆

「春天的暮剛拉，社鵑便迫不及待地登場了，生怕別人錯了它的鏡頭
與禁軍有宿切的關係及久遠的感情，因而獲得禁軍擁護。三為匡)~L有昕謂

似的，開得那接喧鬧放肆， i南技怒放的花朵，聶住山悍的悶頭。玫瑰、技

桑、大理也爭相吐艷。小雛菊絢爛」地，在五月的黃梅天，她們就替代了

「義社十兄弟J '軒昂禁軍將領或掌軍旅之武人，是當時宜力派人物，這

批人都支持匡攏。而且那個時代，掌握兵權的武人，多;垃其故主死亡， ;畫

陽光。•
T寡婦劫兒，乘極主主奪其主位，設周太祖郭成的J:J、此法築奪俊澤王位，趙

按著，相思樹與千年桐也紹煩地綴滿一樹企責和雪白的花朵，一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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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宛如洒落心地的碎金碎接。

匡)有L如法泡製，白也視為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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