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漢書》標點異同舉隅

潘銘基*

記載相同故事的文字往往出現在多種古代典籍中 3 然而古籍在經過歷代傳鈔，散候

衍脫在所難免。倘若將出現在不同典籍里，記載著相同故事的文字平衡排列起來，該毆

文字大概比較完整，本文稱這種方法為「五見文獻對校法J

0

2

自古代典籍整理規劃以來，經書、二十四史、先秦兩漢諸于等，陸續點校刊行，其
中標點精審之處固多，惟亦有部分校點可堪商榷。本文擬透過《史吉D 、《漢書》的互見關
僚、 3 對校二者的新式標點本，以見其中仍有可商之處。中華書局標點本(史吉D 由顧頡剛
先生等分段標點，再由中華書局編輯部整理加工; 3

標點，經傅東華先生整理加工並作了校勘記。 4

(漢書》則由西北大學歷史系分設

二書體大思精，嘉惠學林，惟就標點

而吉，仍未免有不足之處，今且選出十例，具列如下:

一、《史記﹒孝武本紀》、{史記﹒封禪書》與總書﹒郊把志》

〈史記﹒孝武本的

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 5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2

有關「互見文獻J 之研究方法 3 劉殿爵教授提出其定義: I我以『主見設落』一詞專指兩個文本間 3 可逐字逐
詞並排對應的段落，兩個段落的分別只限於不同長短的版本差異。我認為互見之文應源出同一文本。故

此，倘出現版本的差異，互見的段落可以互相校訂。 J (見《採據英軒編輯委員會編
爵教授論著中譯舞台H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4)

緝據英華一一劉殿

，頁 263 '註 10 0 案:該文原為英文論著，見

Prof. D. C. Lau ,“A Study of Some Textual Problems in the Lü-shih ch'un-ch'iu and Their Bearing on Its
Composition," in Builetin of the lns臼.的te of G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Vol. 1, 19例， p血， note 9.) 又除
《史吉D 、《漢書》之互見外，筆者亦曾撰有〈從互見文獻看古書的校點問勵， <中國語文通tm 第 66 期 (2003

年 6 月) ，頁 41-48 。可見他書之斷旬標點亦可透過此法重新整理。

3

參自〔漢〕司馬遷撰﹒《史吉c)(北京:中華書局， 1982 第 2 版) ，史記出版說明，頁 6 。

4

參自〔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

5

見《史記品，卷 12 '頁 465 。

1962)

，漢書出版說明，頁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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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封禪畫藝》

合茲中山 p 千言殼白雪主降

灘，若獸為符， 6

合進中山含有黃白雪降，蓋在

.郊把志》

若獸為符， 7

案:河馬還《史記〉白鹿番後， r有十篇缺，有錄無言書J '據義體《史記藥解》引接接說，十
篇亡者借括〈孝武本主õ

c

8

今《史言ê.H巧有〈孝武本記) ，學者大多以為乃後人據〈封禪毒害〉

載武帝事輯入，是以兩篇相問處極多。《史言已〉、《灑菩亨》此數句大躍謂「正好跟稱在中山有
載自祥察出現幸自合，看來進黨零星琨獸形J

c

9

歷代擊者獻「畫畫」字所屬含多有爭論。褻

翱(史記集解》引撮虔曰: I饗著獸，在車畫也。 J 又亨!晉灼研: I葦，辭也。或云符調瑞應

也。 J

10

(漢書〉顏飾古〈注〉又告!殿、晉之說，復加己意:
般農曰: I實蒼數4草率益也。 J 哥哥的曰: r益，辭也。符章寫鹿也。」飾古曰: r二說
非也。益，發語辭也。言甘泉之當又撥款形，以為特瑞也。 J 1J

由是觀之，會均、顏御古皆以為「黨j 乃語辭，當麗下句。 12

熱而復世學者大多以為 f童安J

字屬上，以「有黃白盤梅毒藍J~ 句。王先謙《漢書補社主〉云:

家祈曰: IÜ獸』字下疑有 F之j 字。 j 口先謙曰:

rÜ蓋j 脅，囊如李萃，全i'J，l也。

歡即精鹿也，設有雪峰如李蓋及鹿為特塢， u.IJ 當上屬為義。上有貧囊焉。〈封
禪番〉本作?有安囊董濤~ ，是『革i 會IJ 李蓮明矣。〈風俗i最咒發命與當尤職員長鹿，
常有五色宮會氣金枝玉葉J.I;.於，會上，周作學叢j ，與先類也。 J14

灑)1 1 資盲《史記會j愕譯詩'5 1 擁f二鐘、中并積傳云:
凍4二錫曰: r有斃命雲降益。'_Jfp 上文 ui曾當蓋越』是也 o J 中并續接曰: rÜ黨』字

6

見{史各己}，卷鈕，頁 1392 0

7
8

兇《漢三餐}，有學的，豆豆 1225 。
裴駱《史記這主持草》哥!張還是云: r還沒之後 p 亡;眾紀、武紀、禮醬、樂草書、徐毒、獲奧己來將招年毅、自者只!
傳、三三Et堂皇家、毒草策研j 傳、傅革奇觀成功i 縛。 J (見〈史記}，毒害 130 '真 3320

9

ö

)

困乏史記》與《漢壽》文字大抵相同，此設白話觀草草採自主利器主編:(吏記注輩輩)> (適食:三碧藍出版社，

1988)

，頁 3的。

的兒《史音t)，巷口，或 4衍。

11

免《漢喬}，卷衍，

j'{ 122ì

0

12 三仿!之毛綾傳釋說H麓j 條以為{畫畫」話:作三三舟，…、筆者，大略之諒。二、查，媛詞也，亦誨，話也。三、
盞，語助也。(說參〔請寄〕三fíjj 之撰元經傳釋青海>> (南京:江蘇古繪出版社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2000) ，發

5 '豆豆 7b' 總頁 49J三 o

)

13 蒙祐本領護寄予證宋析之說，有玉琴。施之勉《漢書補法辨駱云: r按主義站本離抑制之J 字。 H兒主義之勉著:

緝毒橋、控辦齡(香港:新經研究所， 1961) , j'{ 1 竭。)

14 兒(清)主先謙聲聲:{漢;審補注}> (北京:中攀覆舟據清光緒二十六年獲受愛于IJ;來影印， 1983) ，是毒犯上，真
主缸，總資 54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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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上句，注謬。 J 15

王先謙、陳仁錫、中井積德諸家證之以《史記﹒封禪動上文有「有黃雲蓋焉」旬，可見「黃

雲蓋」乃一詞，因此下文不得訓「蓋」為語辭，亦不可屬下旬矣。準此，今本《史記﹒孝武
本事D 、〈封禪書〉之斷句應據《漢書﹒郊祖志》更改。

二、《史記﹒孝武本紀》、《史記﹒封禪書》與總書﹒郊把主、》
《史記﹒孝武本紀》

j斬臺高二十餘丈，名日泰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 16

〈史記﹒封禪書》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日太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 17

《漢書﹒郊祖志〉

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日泰液，池

中有蓬萊、方丈、瀛州、 18

案: I太液」乃池名，池中有漸臺高二十餘丈，又有四座仙山，名為「蓬萊」、「方丈」、「瀛
柳IJ 、「壺梁」。據錢穆考查，泰液在今西安西北，
臣噴云: I泰液盲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 J 20

19

{.史記﹒幸武本最D 張守節《正動〉引

下注位置在「泰液」與「池」之間，因此宋人

合刻《史記~三家注時，大抵亦以「池」宇屬下句。「泰液」已為池名，無用再添「池J 字，是
以「池」宇當屬下旬，當如張守節《正義惆注。考諸《史粉、《漢書} ，若作「泰被池」者，
當謂某某在「泰液池中 J

; 21

倘如上文「名日泰液J '則毋用加上「池」字。準此，今本《漢

書﹒郊祖志》正以「池」宇屬下旬，斷句大抵較{.史吉己》為是。

三、《史記﹒孝武本紀》、《史記﹒封禪書》與 G莫書﹒郊把志》
<-史記﹒孝武本車D

至如八神

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祖，

<-史記﹒封禪書》

至如八神

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 23

《漢書﹒郊祖志》

至如八神，諸

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

15 見(日〕灑川資言著:(史記會注考齡(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

去則已。 22

去則已。 24

，卷 12 '頁 23 '總頁 209下。

16 見〈史記>，卷 12 '頁 482 。

17

見〈史吉己品，卷泊，頁 1402 。

18 見《漢書)，卷 25 '頁 1245 。
19 參自錢穆著﹒〈史記地名考)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卷妞，頁 10尬。又《史記辭典》解「泰液池」云:

「古池名。在今恢西西安西北漢長安城西建章宮之北。漢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開鑿。 J (見倉修良主編:
《史記辭典>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 1)

，頁 386 0 )

20 見《史記>，卷 12 '頁 483 。
21

如《漢書﹒昭帝紀》云: r黃鶴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J (見《漢書~ ，卷 7 '頁 218 0 ) 即謂某某在太液池中。

22

見《史吉己且，卷 12 '頁 485 。

23 見《史責ê)，卷 28 '頁 1403

0

24 見《漢書)>，卷 25 '頁 12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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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制器之主攝〈史記注釋》毒草譚此句作 f至於八掉各祠廟，聽年、凡山等著名褐瘤，夫子

進行經過峙，就舉行祭靶，離閑之後竄作罷。 J 25

臭豆{.史記}所擱 fA樽諸神J 乃「八神各

揖廟」之態。八串串 !!P八神將多…白天章，三惜地生，三日兵主 s 留日路主，至1 日楊主，六
日丹三位，七凹臼主， A E3臨時主，其精皆在古齊地。演講八持自齊;太合以來即瞥設祭，
八者所用牲牢皆舟，而是幣財略有掃興。及後揖蠶食至秦漢方復之。
王先謙《漢書攜控〉云: f言 f諸』者說各桶， (封擇豔〉同， <孝武紀H諸Jl"有 1持i 字，蓋

衍。 J2品

《禮記﹒祭如: r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種之發也。 J 27

也。j28

可兒 f諸J 乎有「眾j 義。王先謙以為「諸J

孔讀建龍: r諸 3 眾

!!P r說各靴，其目總書爭當以叭褲能為

旬，權今本以「諸j 宇屬下句安稍不合文意。

軍管〈史和H諸神j 之淋J 字，己在先議請乃認字，權主氏所見〈封禪書〉大攏並無「神J

'

剝今本《史記﹒對擇盡》又據〈學武本系砂誤掰一?持j 字泉。由是難之，(:史吉D 說每一字，
標點轉詩句正確; (:漢齡期文本正確，權標點錯誤，若能比對立書，(史齡、《漢書》方書長

遠讓無誤。

四、《史記﹒平準養學》與總書﹒食貨悲》
《史記﹒守在準書》

初，先是役十餘戲?可決籬，梁楚之地價在數困， 29

《漢書﹒食貨J恣》

十餘歲 ， j可訣，灌梁、楚地，周巳數尉， 30

:(史記﹒平喝聲書H先是誰十韓歲河訣觀j 旬，草鞋!聽《史記集解》引給廣白: r觀 3 縣名

攏。屬東郡，先武改日衛，台嵩仆可見徐廣以「觀J1.吉縣、名聲明。

錢大昕《廿工史考與》云: r是跨海決奮起子，東注鉅野，不及觀堂。總書?雕作暉，屬
下旬多當龍之。 J 3l

辦高云: r此文單攻嘲』作轍，如當建 F~葉黨組為句。但以

哥華壤之，此即指元光中;可決瓢子多東繭注車拉野 3 通設推翻車也。警豆子端。在擴陽，其妻子擇

25 J至《史記設草草> ' j{ 1017 。
26 豆豆《漢華替補郎，還番話下，直吉布，綠豆豆 552 下。又去三叔番民做記期盼云: r素為本、鼓舞夫本、激本議下

皆無字命令，考灣本踴是依《補武紀》於諸下讀神字1平。《補武紀》神字乃衍文，王(筆者按:指王先謙)說
是。 J (見玉淵時，做記請再讓珍(畫畫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7

1983) ，真 1217

0 )

晃總記正船，載廿三經注疏(整海潮> (北京:北京火學出耕生， 2000) ，卷縛，頁 1589 上。

28 兒《禮記正如 3 載《十三報注線(雙灣本吟，發悴，真的 90 上。

29 JtI，(史言己去，卷 30' 頁 1424 。
幼兒《漢善變主，卷 24 '頁 1161

0

31 見(清]織大研撰:(廿二j:考異》夸毒農練文單位主編:嚨大堅持是船(杭州，江蘇苦于發崩版社， 1997) ，慧的‘
頁 5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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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觀縣， {史言。作許可決離;是斑。 J 32

可見錢大研與齊在南持見梧異，錢大研以為當依

《嚷著帶作「灌J '聽 F 句;齊召南貝司調「觀j 乃蘇名，聽上。據《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龍年

表H 花光五年J 條子J 載云 r.五丹河子，河決于觀子J

' 33

可見黃河礦曾於漢武帶元先五年

決礎。〈史吉cH漢書〉及復多坎提及i屁事，如〈史記，河讓書H其復自?有餘年，今天予充
光之中 3 萬河法對報子雪東甫控鉅野，聽於?壁、潛心 34
器以數不壺，珊梁楚之地尤甚J 35

r 白?可決誓旦予接二十餘攬 9 歲

等皆然。若據齊召詩守所言，觀齡、在書葉子之對岸，故云

r7可決觀J '即與《史記》所喜不甚相舍。

由是觀之，覺大研謂〈史齡〉宇依《漢書》作噶 J '其說較是， r觀;與「灌j 二字聲音相近 9
義亦可通，

前「灌j 字是三當屬下句為文矣。

36

五、〈備í:. .衛將軍聽騎封體驗與{~叢書﹒衛青囂去擴傳》
《史恥〉

鏢驕將軍:t:病毒室喜形攻匈奴

西域玉渾邪，三五及厥建設鵝，成格義?讓

《漢三餐》

蔡騎將軍去病Z教師征的奴，西域三E 渾邪

1三及厥主表葫!我

以軍續接食， 37

是每於率，以軍糧接食，

38

案:二書斷句有明顯還異。讓(t.盼斷何苦意謂驛騎將軍鑫去病率軍攻打匈奴前還是揮那
正部，澤邪玉及其禱:單皆往投奔 p 聽聽將軍以 2掌權維持給養。若據《漢護車》斷旬，則調轉
騎將軍鑫去痛率領部隊証伐餌蚊，閻部組隘的揮部主部及其臣民皆往投降，聽聽將軍用

筆糧援助他們。
王先謙《漢書補品\云: rr品於率1 講義齡在是所率之師也。甜言位作『成相轟率j ，財主義棺率
來手持血。 j 持續IVII 資吉《史記會注考語學云: r率 z 如率ijl[之三萃，和率來奔也。《漢掛阻i

下有 f於1 芋，義難。 j 相
據王先議及龍)11 實育所吉， r率j 字當作報率來奔之意。相互學郎和鐘，有一偶接一個之
意。椅子﹒富國) : r百姓誡賴其知也多故相率前為之勞苦以斬妥之， I扶養其主白血。 J41

主2 轉引自命莫音響補?卦，老金投下 2 頁帖，總斑白。上。

3 主兒('ï位記手，卷 22 '頁 1135 。
"見《史言。 3 卷蹈，頁 i 壘的。
35

克〈史記)，潑的雪資 1 巷口。

36 參錢 E哥哥軍事聽著、黨治安整耀:(古之f:i遜假會典.> (濟南:齊魯發杖，

1989) ,

主?兇《史記)，老寄: 汀，資金933 。
38 兒《漢華發:> '卷路，真侶的。
的兒《漢書補帥，擎的，真 1 訟，總、資 11 斜。

的見《史記會注考齡，老金山，真的，總1i 1177下。

41 兇〔清):E先富麗撰:{筍子集解.> (北京:中華書繭， 1988) ，卷 6 '真 181 。

1i

1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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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的當中「相率j 皆有此義。

玉先謙以為{史吉D 亦當以「戚相 4年率」為旬，則與今本《史育D 標點本斷句相異。今本《史
吉D 以「率」宇屬下 3 作「率以軍糧接亂，就文義而吉，不及總書步。今本總書令從玉先謙
《漢書補注》斷旬，較{史吉D 為是。

又玉先謙謂「轟於率」即西域王渾邪及其部眾奔於漢師， r戚相轟率」則是西域王渾邪及其
部眾相繼投奔漢師，二者其實意義相近。

六、〈備己﹒衛將軍聽騎列傳》與 C莫書﹒衛青霍去病程學〉
<.史記﹒衛將軍標騎列傳》仍與之勞，差及河塞，庶幾無息，幸既永餒矣。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仍興之勞，差及河塞，庶幾亡息。

《史記﹒衛將軍聽騎列傳》以千七百戶益封聽騎將軍。減朧西、北地、上郡戌卒之半，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滅朧西、北地、上郡戌卒之半，

《史記﹒衛將軍鏢騎列傳》以寬天下之餒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以寬天下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

飯役。

邊五郡故塞外，的

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制

案:此乃漢武帝嘉許!聽騎將軍霍去病之吉。《史記﹒衛將軍聽騎列悔云:

於是天子嘉蝶騎之功曰: r曙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玉渾邪，王及厥"-萌成
相 4年?

.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挽癖，護首膚八千餘紋，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威，攘集服，何與之勞，是及河塞，庶

錢無息，幸既永接矣。以千七百戶益封疇騎將軍。 j 滅嚨西、 ~b 地、上郡戌卒之
半，以寬天下之動。 45

班固《漢書》所載與此陸文字只有少許差異。此文乃漢武帝因稱許霍去病而發，故引號內
之文宇當針對霍去病之軍功。倘如今本《漢書字標點，則削減嚨西、北地、上郡成卒之

半，以寬天下話役」包括於漢武帝嘉許霍去病之吉內，於理不合。引號在於區分漢武帝所

吉，以及陳述句子，是以「後引號」當置於「以千七百戶益封聽騎將軍」後，今本《史吉ê}標
點本所列是也。捕

42 見《漢書)，卷的，頁 1695 。
的見《史吉[)，卷 1 日，頁 2933 0

44 見《漢書)，卷呵，頁 2482 0

45 見〈史吉[)，卷 111' 頁 2933 。
46 有關「引劇作用，詳參楊權編著: <出版物標點符號規範用法>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 ，頁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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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使記﹒衛將軍聽聽到時〉與總書﹒衛青撞去?萬勵

﹒衛將軍童裝惡毒列傳》發囑圓玄至終
.衛會霍去病傳〉

草，陳白長安至三菱跤，為這正象祁連山。 47

發屬國玄旬，軍

煉自擬安豆豆茂梭，為家象摔壞山。給

案:玄甲，顏師古總書的謂乃「甲之黛色j 舍的張守節快記正聯則謂噱恥。啦。

說中國古代兵器之發展掰盲，鐵甲曾在茜漢時逐漸取代皮甲聞之地位多自此，若謂血?玄

乃鐵哨兵車1無不可。「玄Efl J 即黑色鐵甲兵，以「玄甲 j 工字言之ß!P 呵，不忠、lV- r玄用軍J
主字也之。「玄申 j 為此軍體之特色，11:仁乃{昔代之法。束，人合刻《史給〉三家注時，亦將張

守節《史記:在讀學[鸝國即上分量邊五郡者也。玄亭，鐵甲也J 釁諸?玄甲 J 之下，賞自lV宇鸝 F 可知。
又鑫去病死後，漢武辭掉之，於是鵑發~時鸝鐵甲兵多歹自球從長安直至52支段。所謂 i~Ú 矇j
多即《史》、社郭中之「軍碟J

0

r 鞭」、「陣j 三寧可攏，

51

陳勵即陣陣J '謂軍隊陳

阿 t色。《漢書聲﹒霍光金日磚傅》云: r發材當輕車北軍至五校主憲陳至茂賊。 j 紹

其事葬具~跑，送以輕車介士，主掌聲震至1克陵，論自教{羹。 J53

f 一日，竟?

(漢番，元后轉》云: r蟲舞步

夫子臨項體寵 9 送lV-車童車兮士，軍閥自長安至滑眩，益時建立成役。 J 54

可見。英書〉其他

篇章巫了、以「車轍j 建議，則令本《獲餐》作「軍陳自長安至2克陵卜標點大抵司從。今本〈史

言D 標點以「軍J 屬上，以「樣j 屬下?蓋央之矣。

)"\、《史記﹒匈奴列縛》與縷喜﹒匈奴縛》
a 匈奴列傳》往住過梁登白 'TI
〈漢書﹒匈奴傳》

往往過裝置閏

?稍蠶食習地接匈奴以北。給

官 3 豆豆卒五六萬入，精蠶食，地接匈奴以花。 S6

案:據《史育D 標點，意調漢朝勢力至3 處{彥過水渠，鵲墾耕地，有官吏、士兵五六萬人多
即以「官吏卒J

r官寬j 、「士兵」之意。棉據〈漢華書》標點，民自謂義是室設;雖官吏，官吏、士

兵有五六萬人。由 1古部農1言，職安詳農事、糧稅嚀。考諸盟史，多搞?量島宮卜「覺自

47

J在《史記)，卷 111 '頁 2939 0

4 日兇《漢畫藝:)，卷 55 '頁 2生的。
特見《漢華發)，卷 55 安頁 2489 0
50 見 ù登記)，草委 I11 '殼的峙。
只參閱《古字過假會典)，頁的。

52

兌《漢書}>，是在 68 '吉達 29銘心

53 兇《漢書}>，卷帥，豆豆 2962 0

5 是兇《漢發}>

，卷掰令頁的蝕。

55 見《央音器，卷 110 '質的 11

56

，不容辦 2 豆豆 377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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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j 、「置田宅j 等，未有以「置田」為詞之例，且漢室通匈奴，置職掌農事之官於此，亦屬
合情合理。《漢書﹒王莽傳》云: r異時常置田官。 J 57

國列置田官。 J 58

((三國志﹒任蘇杜鄭倉傳>云: r郡

可見今本《漢書﹒匈奴傳》標點以「置田官」為句 3 較快記﹒匈奴節為

是。

九、《史記﹒高祖本紀》與《漢書﹒高帝紀》

《史記﹒高祖本紀》乃道喝至成陽，與本工里
《漢書﹒高帝紀》

秦軍夾壁， 59

乃道喝至城陽與本工里，攻秦軍壁， 60

案:據今本((史言D 標點，意謂劉邦從陽縣、到達城陽，與駐在枉里之秦軍對壘。若據《漢

書今標點，大抵謂劉邦取道囑縣至城陽與枉里，進攻秦軍壁壘。由是觀之，因標點之異，
致使取意不同。攏川資吉〈史記會注考勸〉引陳仁錫云: r監本『與枉里』屬上句，誤也。時

秦軍屯扛里，漢軍與之對壘，故日『夾壁~

0

J61

嚨川民以為「陳說略得之 J

0

62

陳仁錫、

嚨川資言所吉有理。秦軍當時確駐摯枉里，考諸《史吉ê)，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r東武」

條下「起薛，屬悼武王，破秦軍枉里」、 63
大破之」、 64

<曹相國世家H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枉里，

<獎都勝灌列傳>r河閒守軍於枉里，破之。 J 65

可見秦軍當時確是駐守扛

里。今本總書今標點以「與扛里j 屬上，即謂劉邦取道陽縣、至城陽與枉里，於文義稍有不
合。故當以今本((史吉D 標點為是。

十、《史記﹒高祖本紀》與《漢書﹒高帝紀》
《史記﹒高祖本東D 高祖遠，見宮闕壯
《漢書﹒高帝品D

上

甚，怒， 66

見其壯麗，甚怒， 67

案:今本總書fH壯」下有「麗」字，因此〈史蹈、〈漢書院斷句隨之相異。據〈惜D 所載，
蓋吉高祖見宮毆異常壯麗而生氣， ((漢書》不把重點放在宮殿之壯麗，而在高祖之生氣

57 見《漢書}，卷 99 ，頁 4125 0
58 見〔晉〕陳壽撰﹒《三國志}>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第 2 版) ，卷 16 ，頁 489 。

59 見〈史言ê)，卷 8 ，頁 357 。
60 見《漢書}，卷 1 '頁 17

0

61 見《史記會注考酌，卷 8' 頁 25 '總頁 160上。
但見《史記會注考證}，卷 8' 頁 25 ，總頁 160上。

63 見《史事ê)，卷 18 '頁 905 。
64 見《史吉ê)，卷 54 ，頁 2023 。

65 見《史事ê)，卷的，頁 2651 。
66 見《史事ê)，卷 8 ，頁 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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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云 f甚怒J

ó

又使如 f見宮關壯接J '權J Ji資吉〈史記會接考驗云:晴、閱本 F制下有『聽』字。戶駱
賽三巨〈上疫部侍郎帝京篇〉云: r不錯盤弱。壯予安知夫子轉。 J69

立旬大抵化用《史記﹒

祖本如:
黨丞和發作來央宮 .Jt_ 東閥、北娟、前殿、武棒、太倉。高私遷，見官倒壯

嘉，怒，請蕭何曰: r天下匈匈苦戰數鼠，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J

蕭何曰: í天下方米咒，故可因述說宮室。其夫天子明海為家，非壯麗無以
威.Jl無令後世有成如也。 J 高教乃說J

0

70

劉邦兒宮室壯諱，本來頡為生氣，權蕭何以為宮寞之壯麗工臼n:藍天子之威勢，高祖然其
。駱賓主云「蠱居壯卜可知以?兇宮關壯J 為句輩無不可。攏J" 資育以為〈史吉D 有作「壯

麗j 蓉，然據駱詩，則謂 f見書攤壯J 亦可。

此外，(史主D 轍寫漢高祖輯邦之處龜，此處先見宮瞬之壯，然接心情為之「藍怒h
正兒害自邦在心態上轉變。以「莓，每J 為句，方可見劉邦心，請之劇變。由是觀之，今本《史
有己》標點應據〈漢書》吏攻。
※

※

※

司馬擺(.史音D 記三千年史事，頭王揖《漢書》轅西摸一代之事，從漢高坦劉邦爭奪天下
藉，至三哼著草漢告懿。從劉邦豆豆漢武帝擎的散太初年需要〈使〉、《船研戴大抵相近 7 朴宰A
F詩〈史記漢言書比較研究》部嘗比較之書，晃〈漢書》太初以前篇章，大多可與〈史詩〉比撥。

〈吱卜《船二警車哥載既筒，則斷勾標黑白亦意相間。懷遠遍玄見文離之法，可知中華書為
轉點軾史蹈、緝毒》之斷句標點亦f鷗在相異之處。據上文考察，樹能鱷意
則能找出致異之曲，並由此重新據點，方始為窮。

67 兇<~莫還穿:) ，卷 1 ' 1頁 64 。
68 見做記會往考驗，恥，真 74' 懇、及 lnt

c

的兒(清〕彭定求是事泰教緝 : <全露聲詩'} (北京:中華會變為，

70

'老喜 8 '豆豆 385 。

1979)

，吾吾 3 '草委 77'][8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