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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長老”說攷：
兩晉史家對陳壽史筆評價之辨析

陳敬儒

論 文 摘 要

 兩晉南北朝士人對陳壽《三國志》史筆問題的評價，主要乃對
“蜀長老”說的申論與闡發，突顯陳壽與諸葛亮父子的“私怨”關聯，
並據此探討陳壽《蜀書》載述蜀漢史事（尤其蜀漢滅亡因素）及議論
人物（姜維、黃皓、諸葛瞻等）之立場傾向，乃至影響其對諸葛亮父
子功過成敗的評斷，繼而衍伸後世對陳壽“以愛憎為評”的爭議。因
鑒於此，本文以孫盛《異同記》與《晉陽秋》所載“蜀長老”說為切
入點，觀照審視陳壽《蜀書》、王崇《蜀書》與常璩《華陽國志》的
相關記載，釐清“蜀長老言”之說與王崇《蜀書》產生的關聯，探討
兩晉史家對蜀漢亡國與姜維評價之異同，以及辨析“蜀長老”說如何
影響東晉史家對陳壽史筆“貶多於褒”之批評。

關鍵詞：  陳壽史筆    王崇《蜀書》     常璩《華陽國志》    孫盛《異同記》

陳敬儒（Chin Jing Ru），拉曼大學中文碩士，城市大學語文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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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歷代學者對陳壽（約 233-297）《三國志》筆法曲直的爭議，千百年來仍是紛

紜未止。陳壽《三國志》問世之初，西晉士人即有“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

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的正面評說，1 然至東晉南北朝卻出現毀譽

參半、毀多於譽的評價，而較為論者引據者則是陳壽“索米作傳”2、“厚誣諸葛”

二事，俱載唐修《晉書 • 陳壽傳》。劉知幾《史通》亦載陳壽“父辱受髠”、“厚

誣諸葛”二事。3 學界或稱唐修《晉書》所載“大概應是晉人的看法”，4 或稱此為

唐人對兩晉歷史的重新評價，包括對陳壽史筆的看法和立場，兼有毀譽褒貶。5 魏

收《魏書 • 毛脩之傳》引毛氏語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

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6 毛脩之所稱“蜀中聞長

老言”，與劉知幾《史通》所謂“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語，多有相似之處，

是我們探討西晉的士人、“蜀長老”對陳壽史筆評價的重要史料來源，值得予以

關注。

 迄今所存較早見載“蜀長老言”的文獻，或是東晉王隱《晉書》和孫盛（約

302-373）《異同記》。據《三國志 • 蜀書 • 諸葛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記》

曰：“（諸葛）瞻、董厥等以（姜）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

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

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

也。’”7 王隱《晉書》則載陳壽“父髡受辱”而“挾恨抑亮”之事，曰：“初，壽父

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

1 [唐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138。
2 [唐 ]令狐德棻等《周書》卷三十八《柳虯傳》載“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語，或為有
關陳壽“索米作傳”之最早記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681）

3 [唐 ]劉知幾撰、[清 ]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 張耕華導讀整理：《史通通釋》卷七《內篇 •
曲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43-144。

4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 184。
5 楊朝明稱，唐太宗詔令重修《晉書》的關鍵因素，主要在於借助纂修史書而為自己“不合禮法”的行
為辯解，炫耀文治武功，探討統治方略，借晉史而論唐政，其重修《晉書》動機的政治意義大於學術
意義。（[清 ]湯球輯、楊朝明校補：《九家舊晉書輯本 • 試論湯球〈九家舊晉書輯本〉——代前言》，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9）

6 [北齊 ]魏收撰：《魏書》卷四十三《毛脩之傳》，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960-961。毛脩
之為滎陽人，其父毛瑾於東晉安帝時任梁、秦二州刺史，嘗居蜀地，故有“昔在蜀中，聞長老言”之
語。

7 [西晉 ]陳壽撰、[南朝宋 ]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 • 諸葛亮傳》，第 4 冊，北京：中華
書局，2008，頁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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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也。”8 凡此諸家所謂“蜀長老言”，有意突顯陳壽與諸葛亮父子的“私怨”關

聯，進而導引東晉以來士人對陳壽《蜀書》曲筆的批評，以及流成陳壽“愛憎為

評”的史德闕失，影響後世學者對陳壽的史學論斷，爭論不休。

 因鑒於此，本文主要以陳壽《蜀書》為據，觀照審視王崇《蜀書》、孫盛

《異同記》、《晉陽秋》與常璩（約 291-361）《華陽國志》的相關記載，辨析“蜀

長老言”之說與王崇《蜀書》產生的關聯，探討兩晉史家對蜀亡與姜維評價之異

同，辨析“蜀長老言”之說影響東晉史家對陳壽史筆評價的歷史脈絡。

一、“蜀長老”說與王崇《蜀書》考辨

 所謂“蜀長老”者，意即土生土長於蜀地的長輩人物，或為蜀地郡縣鄉閭

的德高望重者之總稱。此輩長老特見稱於孫盛《異同記》、《晉陽秋》，蓋因是時

（永和三年，347）距離蜀亡（景耀六年，263）已有八十四年之久，孫盛為蒐集

蜀漢舊聞與辨訂史事，遂汲汲於求訪年輩聲望皆高的“蜀長老”，以取得信實可

據的蜀地史料。9 對比陳壽《蜀書》成書距離蜀亡不遠，書中不以“長老”稱呼當

時蜀人自是合理，然卻頻稱“蜀人”追思諸葛亮、董允等，推此“蜀人”當指蜀

漢後期（延熙，238-257；景耀，258-263）迄於西晉武帝（265-289 在位）時期的

各階層蜀地人民。陳壽或西晉史家所稱的這些“蜀人”，極大可能即是東晉史家

稱謂的“蜀長老”及其父祖輩們。

 孫盛《異同記》搜求異同，罔有所遺，俱載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

事”，其《晉陽秋》則記“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事。然據

任乃強考論，孫盛《異同記》、《晉陽秋》之說，頗有可疑之處。據《華陽國志》

載姜維降魏後之密謀，曰：

（鍾會）自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爪牙，欲遣維為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
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來諸將。欲諸將既死，徐殺會，盡坑魏兵，還
後主。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
而復明。”10

8 [清 ]湯球：《九家舊晉書輯本》，頁 274。
9 據唐修《晉書》載，孫盛隨從桓溫伐蜀，平蜀後，桓溫“停蜀三旬”。（第 7 冊，頁 2148；第 8 冊，頁

2569） 孫盛或於“三旬”間蒐集、考辨蜀地史料舊聞，以撰《異同記》、《魏氏春秋》、《蜀世譜》等
書。

10 [東晉 ]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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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鍾會自稱州牧、派遣姜維出伐二事，俱見陳壽《蜀書 • 姜維傳》，其餘文字

則未見載任何史籍。裴松之注引《華陽國志》，與上文載述近同。故任氏推論，

姜維教唆鍾會誅魏將、謀殺鍾會，以復蜀祚，並密書告知後主的諸項記載，則

“常《志》所獨有”，其曰：

姜維圖復漢國，兼殺艾、會與北來將士，計至險密，不當輒泄於後主。後
主時在魏軍監守中，又復庸闇，使其泄之，禍當何如？使其不泄，則外人何由
知之？乃維死前一刻間尚為會所信賴。則此密表為外人想像之說可知矣。11

據陳壽《魏書》載，鍾會謀叛時，“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

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可見防範嚴密，姜維密書後主之事極

難成行；陳壽又稱，或謂鍾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鍾會“猶豫未決”，亦未

指出此乃姜維教唆。12

 據《蜀書 • 姜維傳》載述，未見姜維參預謀叛之舉，且諸事表現被動，適可

反襯鍾會實為叛魏的主導者。因此，孫盛“見諸故老”、“後主密表”之詞，頗可

證為“外人想像之說”，不足取信。任氏又據《華陽國志》推斷孫盛《晉陽秋》

的“不合情理”之處。其曰：

頗似（姜）維實有此密表，亂後曾為誰人所得，孫盛曾及目見者。然
反覆思之，其理終不可通。設此密表能為世所見，亦當是維死後，後主獻
於晉人如衛瓘者以自解。晉人亦當賫送朝廷，以證會之叛逆。不當仍留蜀
中為故老所保存，至孫盛入蜀猶及見之。孫盛……從桓溫滅李勢也。上距
蜀亡已八十四年，盛安得猶見此密表？蓋亦僅從諸故老言談知之。盛之原
文，本作“見諸故老，言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今本脫一言
字，遂使“見”字有直貫密表之義。非盛實曾見及其表，但故老依舊籍言
之耳。此云舊籍，指王崇《蜀書》。由其說與王崇《姜維論》義旨相切。常
璩此文，亦當取自崇書。13

任氏認為，縱有“姜維密表”的存在，也不可能保存於蜀地，迄八十餘年後孫盛

入蜀猶及見之，更兼《晉陽秋》字句或有脫誤，徒衍歧義，遂使後世旁生誤解。

由是觀之，孫盛《異同記》、《晉陽秋》所述“蜀長老”之說，頗有可能是“蜀長

老”依據王崇《蜀書》所載而口耳相傳於巴蜀之間，再經孫盛、常璩所撰史籍而

11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8。
12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 • 鍾會傳》，第 3 冊，頁 792。
13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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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流傳至巴蜀之外。基於“蜀長老”之說風靡於時，歷久不衰，且其內容亦有

乖離變異（如前引毛脩之說），終對陳壽史筆評價產生關鍵性的負面影響。

 常璩《華陽國志》載曰：

（王崇）蜀時東觀郎。大同後，……與壽良、李宓、陳壽、李驤、杜烈
同入京洛，為二州標雋。五子情好未必能終，惟崇獨以寬和，無所彼此。
著《蜀書》……其書與陳壽頗不同。官至上庸、蜀郡太守。14

上文提供兩項主要信息，即：一、王崇仕蜀、仕晉，均曾與陳壽共事，交情頗

好；二、王崇曾入京一段時間，其餘大部份時間則活躍於蜀地。王崇、陳壽嘗任

蜀漢東觀郎，曾居蜀地，兩者所撰《蜀書》的史料取資，當據西晉官方文獻與蜀

人口述傳聞，然因史家識見立場有別，二書載敍觀點未必一致。基於王崇較活躍

於蜀，其《蜀書》較易於蜀流傳，東晉時期的“蜀長老”之說或即源自於此。陳

壽為朝臣張華、荀勖賞識，入晉後大部份時間居於京洛，其《三國志》則獻於朝

廷，抄錄後藏於宮廷秘府，15 其書於蜀地之流傳和影響反不如王崇《蜀書》。史載

壽良、李驤等對陳壽的曲筆貶議，或其《蜀書》的人物褒貶（尤其姜維評價與蜀

漢亡國二事）未為蜀人接受。常璩《華陽國志》又載，陳壽初與壽良、李宓、李

驤、杜烈友好，後於武帝咸寧末因任職晉升而與諸人嫌隙，諸人以陳壽趨炎附勢

於張華等權貴，故羣起撻責，還相誣攻。16 唐修《晉書》亦載，陳壽於太康年間

為荀勖所忌，又“坐不以母歸葬”而遭議見譏，為“鄉閭所謗”。17 綜而言之，上

述武帝時期關於陳壽的各種誣攻貶議，難免影響蜀人對陳壽其人其書的評價，亦

相對促成王崇《蜀書》的載述更能符合蜀人（尤其“蜀長老”）的意願，繼而得

以在蜀地廣泛流傳。

 雖然常璩稱王崇《蜀書》“與陳壽頗不同”，然王崇《蜀書》早已亡佚，難

以確考。據任乃強所論，《華陽國志》述先主劉備創業，迄後主劉禪景耀五年

（262），取材多據《三國志》，唯述景耀六年（263）魏滅蜀漢本末，行文“多取

王崇《蜀書》以補陳壽《三國志》”。18 因此，若以《華陽國志》所引王崇《蜀書》

對姜維事跡之載述，比照陳壽《蜀書》行文，當可具體探討兩晉史家對蜀漢亡國

與姜維評價的褒貶異同，及其對陳壽史筆評價的影響。

14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十一《後賢志》，頁 632。
15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十一《後賢志》，頁 634；[唐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
《陳壽傳》，第 7 冊，頁 2137-2138。

16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十一《後賢志》，頁 624、632、634、638、648。
17 [唐 ]房玄齡等：《晉書》卷四十五《何攀傳》、卷八十八《李密傳》，第 4、7 冊，頁 1291、2276。
18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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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蜀漢亡國與姜維評價之辨析

 兩晉史家對姜維事跡載述的一個共同焦點，即是評價蜀漢亡國與姜維歷史責

任的關聯。從蜀漢朝臣譙周、陳祗等，西晉陳壽、王崇與巴蜀士人，下迄東晉常

璩、孫盛等史家，均認同一個事實，即：姜維軍旅數出北伐，窮兵黷武，是致使

百姓彫瘁、蜀漢國力迅速衰退的主因。延熙末（257），譙周與陳祗論姜維北伐之

利害，退而著《仇國論》，謂蜀漢之勢“可為文王，難為漢祖”，深戒“民疲勞則

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19 陳壽《蜀書》評論姜維曰：“姜維粗有文

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

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20 縱觀陳壽雖對姜維“黷旅”“隕斃”予

以深責，然於《蜀書》行文中，卻未將姜維北伐與蜀漢亡國二事視為相互關聯。

 陳壽於《蜀書》劉永、諸葛瞻、郤正、姜維諸人本傳中，多次論及蜀漢亡國

的主要關鍵，乃“黃皓弄權專政”所致。陳壽更於《蜀書 • 董允傳》的敍事特例

中，21 集中載述董允生前卒後的兩種蜀漢政治環境，突顯黃皓弄權覆國之本末，以

確立“黃皓誤國”的史家論斷。其稱董允曰：“秉心公亮”，專掌獻納之任，“處事

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縱使劉禪寵信宦人黃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幸

得董允“正色匡主，數責於皓”，遂使“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

過黃門丞”。然自延熙九年（246）董允卒後，“陳祗代（董）允為侍中，與黃皓

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

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22 陳壽《蜀書 • 後主傳》評劉禪“惑閹豎則為昏闇

之君”，又於“景耀元年”下特別標明“宦官黃皓始專政”。23 由是而論，陳壽對

蜀漢亡國之觀點，乃著重於黃皓的歷史責任，認定黃皓為亡國的直接導因和罪魁

禍首，而其論述姜維的歷史責任與過失，則未如對黃皓般之深究與苛責。

 陳壽《蜀書》對蜀漢亡國的觀點，基本上代表著西晉政權的官方立場。史載

李宓於泰始末或咸寧初入京洛，24 張華問其對後主的評價，曰：

19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二《蜀書 • 譙周傳》，第 4 冊，頁 1029。
20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四《蜀書 • 姜維傳》，第 4 冊，頁 1069。
21 裴松之稱《三國志》諸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
事跡逾父故邪”。（《蜀書 • 董允傳》，頁 987、988） 何焯《義門讀書記》辨稱，董允“事關蜀存亡，故
與和傳別出”。（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466） 尚镕《三國志總論》認為，“陳祗、黃皓附《董允傳》
者，以允既卒，祗、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著皓之覆國，實祗為罪魁也。允不與父同傳者，以其
係漢之存亡”。（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 • 史學編》，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7，頁 351）

22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九《蜀書 • 董允傳》，第 4 冊，頁 985-989。
23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三《蜀書 • 後主傳》，第 4 冊，頁 899、902。
24 關於李宓入京具體時間，詳見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考證。（頁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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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
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
喪國，是知成敗一也。”……華善之。25

張華為西晉重臣，曾任晉史之職，其向蜀人提問安樂公的評價，頗可視為西晉政

權對蜀漢歷史定位的關注。李宓所謂“任黃皓而喪國”語，說明陳壽、李宓的相

同觀點，然此與蜀地士人的觀點卻未必完全相符。以下通過列表，對照陳壽《蜀

書》與常璩《華陽國志》對蜀漢亡國事例的載述，審視兩晉史家與蜀地士人的主

流觀點及其異同，以見“黃皓弄權喪國”與“姜維歷史責任”之關聯。

表一：《蜀書》與《華陽國志》“蜀漢亡國事例”覽表 26

陳壽《蜀書》 26 常璩《華陽國志 • 劉後主志》

（劉）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

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

得朝見者十餘年。

《華志》未載此事。

自（諸葛）瞻、（董）厥、（樊）建統

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

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矯

者。

（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 侍郎董允……甚盡匡救之理。

（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

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

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

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

羣司。……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

不敢為非。

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

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

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

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景耀元年，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

表裏，始預政。姜維雖班在祗右，權

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

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

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自祗之

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

由祗媚茲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

（景耀）二年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

祗卒。……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

閹宦，後主甚善焉。

25 [唐 ]房玄齡：《晉書》卷八十八《李密傳》，第 7 冊，頁 2275-2276。
26  本表引文乃據《三國志 • 蜀書》，第 4 冊，頁 907、933、1034、1065-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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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正）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

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

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

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

秘書令河南郗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

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愛之，官不

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姜）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

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

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

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

都。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啟後主，欲殺

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

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

本羈旅自託，而功効無稱，見皓枝附

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

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

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皓協比閻

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

兩相對照，常璩《華陽國志》大致保留陳壽《蜀書》“蜀漢亡國事例”的行文論調，

如稱譽董允“甚盡匡救之理”、黃皓“畏允”而“不敢為非”、“蜀人無不追思董

允”、陳祗“上希主指，下接閹宦”等。然而，常璩對陳壽《蜀書》作細節字句的

改動刪省，則展現兩者對蜀漢亡國觀點的不同理解，例如陳壽謂黃皓“竊弄機柄”

而常璩改稱“秉權”，又如陳壽稱董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而常璩改

為“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羣司”，皆淡化了陳壽對黃皓的嚴厲斥責之意。另

外，常璩《華陽國志》也未將黃皓“弄權專政”而“終至覆國”的事例相互關聯，

反映常璩、陳壽對蜀漢亡國的認知分歧，進而衍伸為東晉史家對陳壽史筆的批評。

 我們也可發現，常璩《華陽國志》認為姜維才是導致蜀漢亡國的罪魁禍首。

其曰：

自（費）禕歿後，閹宦并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
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之，至是無憚，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
刑失措矣。27

陳壽《蜀書》稱，蔣琬、費禕執政時期，“雖自身在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

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

和一”。28 對比可知，上引常璩所載則另添加“至是無憚”以下數句，刻意放大

姜維在軍事、政事方面的失誤，突顯其乃蜀漢衰亡的關鍵因素。不僅如此，常璩

《劉後主志》“譔曰”更直接批評姜維的過錯，曰：“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

27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16。
28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四《蜀書 • 蔣琬費禕傳》，第 4 冊，頁 1062、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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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勞，家國亦喪矣。”29 常璩對於宦人黃皓弄權之罪隻字不提，卻讓姜維獨力承受

“黷旅”“隕斃”的亡國罪名。

 至於孫盛《晉陽秋》對姜維“亡國亂相”的批評，亦與常璩的褒貶相近，其曰：

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
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
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
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30

孫盛此論全面斥責姜維，其云不忠、不孝、不義、不節、不智、不勇，則是延續

了西晉士人“投厝無所，身死宗滅” 31 的主流觀點，適可說明東晉史家對於姜維歷

史責任的評價，已經逐漸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三、“蜀長老”說對兩晉史家評價的影響

 前述蜀地士人較傾向於認同王崇《蜀書》所載人物評價與蜀漢亡國事例，繼

而形成所謂“蜀長老”說之流傳。茲就兩晉史籍所載姜維功過事跡再作探討，以

辨“蜀長老”說與東晉史家對陳壽史筆評價之關聯。

 《華陽國志》載錄王崇《姜維論》，曰：

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為成禽。
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
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己自招之。32

王崇此文著重於姜維軍事戰略之失誤，認為姜維未能分兵南向擒拿鄧艾、再轉拒

鍾會，反而選擇迴道遠遁而使鄧艾徑入成都，招來“兵分家滅”之禍。惟據陳壽

《蜀書》所載，姜維是時率諸軍據守劍閣，攸關戰略要旨，使鍾會不得前進，魏

軍因“糧運縣遠”而“將議還歸”, 故裴松之評曰“全蜀之功，幾乎立矣”。33 此

29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9。
30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四《蜀書 • 姜維傳》裴注引孫盛《晉陽秋》，第 4 冊，頁 1068-1069。
31 郤正《姜維論》曰：“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
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蜀書 • 姜維傳》，頁 1068） 這種觀點普遍反映出西晉士人對
姜維“棄魏奔蜀”、“徇求私利”的批評。

32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9。
33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四《蜀書 • 姜維傳》裴松之“評曰”，第 4 冊，頁 1066-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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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陳壽、裴松之對姜維護蜀戰略之認同。至於鄧艾一路軍勢，朝廷既派遣諸葛瞻

拒於涪縣，正可免除姜維的後顧之憂，專注抵抗鍾會；然而諸葛瞻未納黃崇“速

行據險”之言，所設伏兵亦為敵所破，蜀軍喪失防守先機與地利優勢，魏軍遂得

長驅直入涪縣，諸葛瞻戰敗身亡、後主降魏、姜維撤離劍閣退守巴西等連鎖反

應，最終乃至蜀漢亡國。由此確見，王崇與陳壽在姜維“亡國責任”的議題上，

具有認知與評價的差異。

 雖然陳壽對後主、諸葛瞻、姜維等之於蜀漢衰亡皆有微詞，然卻未如王崇

《蜀書》直將一時戰略的失誤遂至亡國的論斷。王崇更將姜維的戰略失誤歸咎為

“逞己私志”的表現，此段文字為常璩《華陽國志》所載，其曰：

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衞敵之難，
而後逞志，乃廻由巴西出郪、五城。34

據任乃強考辨，常璩“逞志”之說乃承襲王崇《蜀書》，此亦切合常璩對姜維

“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的斥責。王崇、常璩強調外交與

軍事戰略是蜀漢亡國的根本因素，所以諸事歸咎姜維，而非後主寵信宦人之過。

陳壽則認為內政與宦人弄權才是關鍵所在，所以深責黃皓專權誤國，評論後主為

“惑閹豎”的“昏闇之君”。前述常璩《華陽國志》載述姜維奏請斬殺黃皓之事，

其亦另載諸葛尚感歎之語，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

為。”此則說明常璩固知黃皓誤國的歷史事實，但卻不願直書其事。然據任乃強

考辨上述“諸葛尚語”稱，“王崇《蜀書》當有，常璩用之”，蓋因“蜀人追思諸

葛亮，於瞻父子多溢譽，故王崇書有此語，陳《志》未取也”。35 陳壽《蜀書》並

未載錄此事，其中緣故仍值玩味。是此，《華陽國志》前後載述姜維、諸葛尚欲

殺黃皓之事例，或可反映西晉時期蜀人對姜維評價的輿論不一。褒者或以同情之

心，認為黃皓為亡國禍首，故當有姜維請殺黃皓之奏，嘗試為其“無能匡矯”之

失而作開脫；貶者則以追思諸葛氏父子而頗加溢譽，故稱諸葛尚有斬殺黃皓之歎，

為其不讓姜維獨享“專美於前”的用意。

 另一項關於東晉史家對姜維的歷史評價，則是孫盛《異同記》所謂“蜀長

老猶有（諸葛）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之說。此事並未見載陳壽《蜀書》，常璩

《華陽國志》亦無載述（或因王崇《蜀書》未載其事），反而陳壽、常璩二書俱載

“廢維樹宇”者實為黃皓。陳壽《蜀書》載述黃皓弄權專政，就連“宿有功幹，

34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4。
35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七《劉後主志》，頁 424、42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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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精勤”36 的閻宇也與之協比，使黃皓“陰欲廢維樹宇”，往後更有徵信鬼巫而

寢匿姜維表奏之舉，以突顯黃皓覆國之罪；陳壽批評諸葛瞻等“咸共將護，無能

匡矯”語，矛頭所指正是黃皓而非姜維。相反的，孫盛《異同記》所載，東晉

“蜀長老”所謂“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

史，奪其兵權”，主要針對姜維“好戰無功”的流弊而彈劾斥責，再結合蜀人對

諸葛瞻父子的美聲溢譽，遂將奏免姜維兵權的主導者，由黃皓改為諸葛瞻。孫盛

如此記載，姜維則被視作“被匡矯”的對象，諸葛瞻請奏黜退姜維，不論是“以

閻宇代維”或“欲廢維樹宇”，都是造福朝廷百姓的“善政佳事” 37，符合諸葛瞻於

蜀人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倘若對照蜀漢連年征戰的背景，所謂“代維”或“廢

維”，不論成功與否，亦是符合當時蜀人休兵固本的意願。因此，基於“蜀長老”

對陳壽《蜀書》的誤解或偏見，促使他們普遍認定陳壽將奏免姜維兵權之事“歸

惡黃皓”，並藉之批評諸葛瞻等“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的失當；“蜀長老”於是

更以陳壽“嘗為瞻吏說”之傳聞，貶抑陳壽對諸葛瞻奏免事例的曲筆，傳為“瞻

表以閻宇代維”之說，繼而影響孫盛的史料甄選而載入《異同記》，逐漸成為東

晉以後士人普遍取資論說的史料。

 整體而論，常璩《華陽國志》載述蜀漢史事主要以陳壽《蜀書》為取材之

資，其對蜀漢君臣評價大抵也與陳壽一致，並稱譽陳壽為“遷、固並聲”38，可謂

頗致推崇之意；常璩不取當時盛行的“蜀長老”說，尤其“瞻表以閻宇代維故

事”、“陳壽嘗為瞻吏”二說，俱見史家的史識判斷。雖然如此，“蜀長老”說仍

於兩晉時期廣為流傳，從蜀漢地區傳播至中原京洛、江左各地，經歷口述筆錄而

撰成史冊，欲於突顯陳壽《蜀書》“以愛憎為評”之失，終成後人不察或有意批

評陳壽曲筆失實的關鍵所在。

結語

 綜上所論，西晉蜀地士人對陳壽、王崇兩種版本《蜀書》所載蜀漢史事，尤

其蜀漢亡國本末及姜維、黃皓、諸葛瞻之歷史責任，均表現出認知與評價上的差

異。儘管陳壽《蜀書》之敍事頗能代表及呼應西晉政權的官方立場，然在其個人

聲望遭遇貶毀與史籍流傳未暢等因素影響下，西晉蜀地士人實際上更傾向認同與

36 [西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三《蜀書 • 馬忠傳》附，第 4 冊，頁 1049。
37 陳壽《三國志》稱，“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
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第 4 冊，頁 932） 

38 [東晉 ]常璩：《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十一《後賢志》，頁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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