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流散唐代墓誌彙编续集》释録举正* 

王  静 

 

 

 

 

摘  要：《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釋録整體水平較高，但也難免還有一些問題。文章

在前人釋録的基礎上，針對其中存在的誤録、缺録、誤點3種失誤類型，選取25例加以校正。 

關鍵詞：唐代墓誌；《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釋録；舉正 

 

《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1（簡稱《洛續》）繼《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2之

後，新搜集整理唐代墓誌405方，其中相當部分是首次刊布，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但

由於種種原因，其釋文還存在不盡妥當之處，需要進一步整理與研究。本文試從誤録、

缺録、誤點三方面列舉25例進行校正。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誤録 

 

 

1.（1）唐盧習善墓誌：“君江漢誕靈，風雲吐秀。器寓凝邈，襟情峻遠。”（《洛

續》19） 

（2）唐姚崇夫人鄭嬿墓誌：“加以内棲無我之妙，喜愠不形；外率真素之容，塵

染自落。雖寄跡寰寓，而忘心物累。”（《洛續》163） 

按：例（1）“寓”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乃是“ ”字，同“宇”。“器

（宇）”訓度量、胸襟。句謂誌主氣量宏大、胸襟寬廣。唐楊貴墓誌：“並器宇宏邈，

凝白雪以疏神；爽氣冰清，竦丹桂而標志。”（《唐彙》205
3）唐李文墓誌：“器宇凝嚴，

襟情爽落。一門耀美，三鋒英鍔。”（《北圖》15/734）是其例，可比勘。 

例（2）“寰寓”不詞。“寓”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亦是“ ”字，即

“宇”。“寰 （宇）”猶天下，句言誌主不以外物爲累。唐張君妻宗氏墓誌：“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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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將軍，鼎貴一時，德充寰宇。”（《校注》9/2555）唐張從古墓誌：“公以膝下之養，

丹霞不可充甘旨，遂却歸寰宇，隱於都市。”（《補遺》1/3286）唐焦仙芝墓誌：“爵雖

未展於騏驥，名已彰乎寰宇。”（《補遺》2/55）皆可比勘。 

2.唐閻才墓誌：“洎乎年甫知命，清徽獨舉，枕籍老莊，肅逸嵇阮。”（《洛續》

47） 

按：“肅逸”不詞。“肅”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乃是“嘯”字。“嵇

阮”是三國魏嵇康與阮籍的並稱，兩人詩文齊名，皆以嗜酒、孤高不阿著稱。此處用意

相同，言誌主吟嘯放曠、不受拘束之態。唐劉辟《登樓望月》：“嘯逸劉琨興，吟資庾

亮情。”
7
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餐花佩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

扃而嘯逸。”8是其例。 

3.唐宇文公妻樂惠玄堂誌：“並風猷迥舉，離譽無雙，□冬昭以深恩，暢春飆而寫

惠。”（《洛續》53） 

按：“離譽”不詞。“離”拓本作“ ”，字有殘損，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推”

字。“推譽”訓推獎稱譽。句謂誌主父親品格出衆，時人皆贊譽。唐王大禮墓誌：“謝

混推譽，王濟承家。春朝弄乙，秋夕迎查。”（《補遺》1/48）是其例。 

“深”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當是“流”字。“流恩”指傳播恩惠，與下

文“寫惠”同義對舉。唐陳府君蔣夫人墓誌：“政洽遷蝗，德高馴翟。移風靡化，易俗

流恩。”（《唐彙續》468
9）唐郭義本墓誌：“或榮兼剖箭，期馭竹以流恩；或寵擅賜衣，

秀長榆而表氣。”（《補遺》5/175）趙德含妻杜氏墓誌：“詔授北交州刺史，流恩渡虎，

清德殞鵠。”（《唐彙》523）皆其例，可比勘。 

4.周羅餘慶墓誌：“昇榮近侍，濯翼清流。舉滿天閨，聲芬國典。”（《洛續》85） 

按：“舉”拓本作“ ”，字有損泐，據字形及文意，當是“譽”字。“譽滿”

與“聲芬”相對，指誌主享有美名、美譽流傳。魏堯榮妻趙胡仁墓誌：“九族仰其嘉猷，

六姻慕其景行。是以譽滿兩京，聲溢九服。”（《校注》8/51）齊元子邃墓誌：“聲馳

遠近，譽滿宫闕。”（《校注》8/374）唐房寶子墓誌：“譽滿鄉縣，聲飛朝野。”（《唐

彙》384）是其例，可比勘。 

5.唐崔行模墓誌：“荷開地之餘慶，感趨庭之遺憂。經始新營，奉成先□。”（《洛

續》217） 

按：“憂”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當是“愛”字。“趨庭”典出《論語·

季氏》：“（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10後因以“趨庭”謂子承父教。此處“遺愛”與

“餘慶”相對，皆指留於子孫後輩的德澤。句言誌主之孫對誌主的追懷之情。魏司馬興

龍墓誌：“祖征西，作牧關隴，遺愛在民。”（《北圖》7/46）唐杜文貢墓誌：“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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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隋鄂州江夏縣令，結遺愛於氓謡，振英聲於雅俗。”（《北圖》13/32）唐韓文及妻

潘氏墓誌：“播明琴之善術，洽馴雉深仁，政美餘風，家傳遺愛。”（《北圖》14/48）

皆可比勘。 

6.唐李珣墓誌：“昔咎繇君謨，以官命族。廣武建策，垂裕後昆。”（《洛續》273）  

按：“君”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當是“矢”字。“咎繇”指皋陶，舜之

賢臣。“矢謨”即陳述謀略。《尚書·大禹謨》：“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孔傳：“矢，

陳也。”11即出於此。句言誌主家族功勳卓越、世代繼承。唐李詔墓誌：“昔咎繇矢謨，

白雲布□；伯陽□爲□，□氣垂光。”（《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1/3812）是其例，可

比勘。 

7.唐劉公夫人韋氏墓誌：“自□家有行，作嬪君子，昭宣壼政，光迪婦德。”（《洛

續》361） 

按：“光迪”不詞。“光”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當是“允”字。《尚書·

皋陶謨》：“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傳：“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
13
即出於此。

“允迪”指認真履踐或遵循。句謂誌主恪守婦德。漢蔡邕《墳前石碑》：“彌綸典術，

允迪聖矩。”14是其例。 

8.唐彭仲甫墓誌：“諒彭夭而傷壽，誠援古而猶今。異惟德而天捕，翻積善而禍深。”

（《洛續》381） 

按：“傷”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乃是“殤”字。《莊子·齊物論》：“天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成玄英疏：“人生在於

襁褓而亡，謂之殤子。”陸德明釋文：“殤子，短命者也。”15“殤壽”即出於此。言

人的壽夭長短，達觀生死。此處乃嘆誌主離世之辭。唐謝通墓誌：“豈謂迅商飆於青春，

促彭年於殤壽，俄聞撤瑟，奄遊岱宗。”（《唐彙》477）是其例證，可資比勘。 

9.唐孫玄誌文：“君海里無涯，心廣志豁。與物無競，包和□深。”（《洛續》399） 

按：“海里無涯”費解。“里”拓本作“ ”，字有殘損，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

是“量”字。“海量無涯”指度量寬宏，與下文“心廣志豁”文意貼合無間。句言誌主

心胸豁達。魏元遥墓誌：“汪汪海量，崿崿正直。宿夜在公，自强不息。”（《校注》

4/350）隋范高墓誌：“粵惟後昆，允玆元吉。山苞海量，春華秋實。”（《隋彙》4/4816）

唐侯俊墓誌：“於戲哲人，家聲是襲。海量難擬，風情孤立。”（《唐彙》1551）皆是

其例。 

 

 

二、缺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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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馬善墓誌：“夫人張氏，體柔得成物之□，□順葉含章之道。”（《洛續》67）   

按：“順”前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履”字。

“履順”訓遵行和順之道。語見《易·繫辭上》：“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17此處謂誌主夫人生

性柔婉，篤安順之道。魏崔猷墓誌：“履信履順，當享眉壽。清組未終，黄發未久。”

（《校注》4/225）魏堯榮妻趙胡仁墓誌：“資性端華，含仁履順。貞規峻節，芳蘭獨遠。”

（《校注》8/51）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履順含柔，禮窮八命。”（《校注》7/55）

唐張寶墓誌：“履順宅仁，嗚謙藴德。”（《唐彙》36）唐張清妻李氏墓誌：“處謙履

順，體柔乘剛。”（《新編》9/560918）可比勘。 

11.唐奚道墓誌：“器局鉤深，神襟映澈，佩觹伊始，對月飛名。□羽壯齡，虚舟

獨放。”（《洛續》71） 

按：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括”字。“佩觹”

指童年。“括羽”指箭末羽毛，喻修學益智，增進才力。《孔子家語·子路初見》：“子

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

‘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19即出於此。“虚舟”指無人駕馭的船，

語出《莊子·山木》：“方舟而濟於河，有虚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

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

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實。人能虚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20此處“虚舟獨放”

指自由自在、清静無爲的狀態。句謂誌主童年時就聲名在外，壯年仍不斷精修才智，且

不被名利羈絆、悠游自在。隋浩喆墓誌：“自然勁直，加之以括羽；况天資温潤，重之

以琢磨。”（《隋彙》3/224）唐劉建墓誌：“韞兹五德，無待琢磨；貫彼四時，寧資括

羽。”（《補遺》4/323）是其例。 

12.唐盧瓚墓誌：“神農華胄，太師餘烈。□工人爵，鍾鼎山河。”（《洛續》133） 

按：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字形輪廓及文意，當是“天”字。《書·皋

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21即出於此。“天工”即天的任職，古以爲王者

法天而建官，代天行職事。“人爵”指爵禄，出《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

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22句言誌主是顯貴者的

後代。唐强偉墓誌：“天工人爵，載美□□。□□楊風，實爲邁種。”（《補遺》4/360）

是其例，可比勘。 

13.唐趙慎微墓誌：“舞象□□，□有生知之量；倚□之用，非無契神之感。”（《洛

續》161） 

按：“倚”下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馬”字。

“舞象”指學象舞。象舞，武舞，古代成童所學。“生知”謂不待學而知之。語出《論

 
17（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82頁下欄。 

18周紹良：《全唐文新編》（簡稱《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19（清）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上海書店，1981年，第129頁。 

20（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675頁。 

21（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39頁上欄。 

22（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753頁中欄。 



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23“倚馬”典出《世説新語·文學》：“桓宣武北征，

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唤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東亭在側，極歎其才。”24後多以“倚馬”形容才思敏捷。此處用意相同，謂誌主成童

之年聰明特出，文才斐然。唐貝郡張公墓誌：“獨攻文筆，常思倚馬之能；時愛杯筵，

共賞峭雲之德。”（《唐彙續》1062）唐支詢墓誌：“公以□饑抱寒，苦心焦思。聚螢

求學，倚馬爲文。”（《北圖》32/127）可比。 

14.唐盧思順墓誌：“仲由之禄，恨不逮於榮親；高柴之心，□空存於泣血。”（《洛

續》183） 

按：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痛”字。此處乃爲

用典，前一句典出《孔子家語·致思》：“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

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親殁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

負米，不可復得也。’”
25
後一句典出《禮記·檀弓上》：“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
26
二者皆表孝子孝敬雙親義。此處用意相同，謂子欲養而親不待的

極度悲慟以及孤子居喪而能盡禮。唐盧嗣冶墓誌：“嗣子諗，痛高柴之泣血，追先世之

茂□。”（《唐彙續》668）唐陳皆墓誌：“參高柴之痛，銜恤哀事，托予爲銘。”（《北

圖》28/186）唐杜君妻李氏墓誌：“哀絶曾子之漿，痛注高柴之血。”（《補遺》4/139）

皆是其例。 

15.唐郭虔瓘墓誌：“王□多寶，蘭苑有芳。鳳生五色，月出□光。”（《洛續》205）
27 

按：“王”下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字形及文意，當是“玉牀”二

字28。“卧龍崗畔話桑麻”公衆號作“玉林”29，不完全對。“玉”旁俗書或與“王”旁

相混，如魏寇演墓誌“玉折瓊雕”之“玉”作“ ”（《北圖》4/62），魏韓虎墓誌“玉

儘金磬”之“玉”作“ ”（《新見北朝墓誌集釋》46
30），魏兗州刺史元弼墓誌“將翼

玉衡”之“玉”作“ ”（《北圖》5/149），隋封祖業妻崔長暉墓誌“玉貌 娟”之

“玉”作“ ”（《隋彙》1/274）皆其例。“爿”旁俗書或作“丬”，如東魏王僧墓

誌“狀之冬日”之“狀”作“ ”（《北圖》6/35），北齊董洪達等造像記“狀若天上降

來”之“狀”作“ ”（《北圖》8/2），唐王懷文墓誌“志亦壯矣”之“壯”作“ ”

（《北圖》11/119），敦煌俗字“牆”或作“ ”（《敦典》322）皆可比勘。“玉牀”

指玉製或飾玉的床。北齊司馬遵業墓誌：“洎玉牀已跨，金鏡且懸，繁弱貽錫，密須啓

分。”（《北圖》7/25）是其例。 

16.唐張景先墓誌：“於戲！太□道廣，謂有臺衡之資；洹水哀歌，□致瓊瑰之夢。”

 
23（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522頁中欄。 

24（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堮校箋：《世説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第147頁。 

25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第48頁。 

26（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283頁上欄。 

27此處佐證字形及例子出自梁春勝《楷書異體俗體部件例字表》，待刊。 

28此説承梁春勝老師提點，謹此致謝！文中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29“卧龍崗畔話桑麻”公衆號：《郭虔環墓誌銘文》，2018年8月26日。 

30王連龍：《新見北朝墓誌集釋》，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洛續》207） 

按：“太”下缺字拓本作“ ”，“致”前缺字拓本作“ ”，字有泐痕，據殘

存字形及文意，依次當是“丘”“胡”二字。“太丘道廣”典出《後漢書·許劭傳》：

“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

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

裁量若此。”31“臺衡”喻宰輔大臣。誌主張景先爲莫州文安縣令，陳寔爲太丘長，言

其皆有大才却未居高位。“瓊瑰之夢”典出《左傳》成公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

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32“瓊瑰”指次於玉的美石。古人死後口中

含玉，喻其死亡之期將至。“胡致”指未預料到某事義。綜上，此處謂誌主格局廣大且

多才幹，却不幸離世。 

17.唐戴永定墓誌：“政迺不煩，詞尚簡□。清廉獨守，財産屢空。”（《洛續》221） 

按：缺字拓本作“ ”，據字形及文意，當是“要”字。“簡要”訓簡單扼要。句

謂誌主用詞簡潔而能抓住要領，清介廉潔無餘財。唐崔仲方墓誌：“公□授兵幾，手成

版露。部分閑明，言辭簡要。”（《補遺》8/257）唐劉知幾《史通·表曆》：“文尚簡

要，語惡繁蕪。”33是其例，可比勘。 

18.唐李珣墓誌：“道否西河，魂歸東岱，神□□昧兮。”（《洛續》273） 

按：缺字拓本依次作“ ”“ ”，字有損泐，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理不”

二字。“神理不昧”謂神道不失。唐楊君妻裴氏墓誌：“豈期風落夭桃，露委芳惠，神

理不昧，泉臺已深。”（《新編》9/5694）唐太原郭氏墓誌：“神理不昧，魂兮何在。

孝孫奉行，玆塔千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535
34）是其例，可比勘。 

19.唐盧倫墓誌：“公氣温而良，性貞而慤。直内方外，見素抱樸。敦詩閲禮，遊

□依仁。”（《洛續》451）  

按：缺字拓本作“ ”，字有殘損，據殘存字形及文意，當是“藝”字。“遊藝”

泛指修習學問或技藝。《論語·述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35即出於

此。句謂誌主修習學問把“仁”作爲言行遵循的標準。魏元弼墓誌：“懷忠履孝，遊藝

依仁。辭金輕富，樂道安貧。”（《校注》6/328）唐韓素墓誌：“遊藝依仁，踐言修行。”

（《補遺》6/245）唐高俌及妻盧氏劉氏墓誌：“公器宇凝峻，遊藝依仁，器藴剛柔，學

該經史。”（《唐彙》1581）皆可資比勘。 

 

 

三、誤點 

 

 

20.唐尹元縡神道誌銘：“智哉！以免仁爲克終者，非君子其孰能臻玆。”（《洛續》

225） 

 
31（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第2234頁。 

32（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921頁下欄。 

33（唐）劉知幾著，（清）蒲起龍通釋：《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頁。 

34西安碑林博物館編，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綫裝書局，2007年。  
35（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481頁下欄。 



按：此處文意不通，標點有誤。“免仁”費解。“黄的貔貅”博客作：“智哉以免，

仁爲克終者，非君子其孰能臻玆。”
36
其説可從。“克終”指善終。“臻”訓達到。句

謂將“仁”奉行到底，非君子者不能達。 

21.唐李渾金墓誌：“時蜀中有李崇嗣、陳子昂者，並文章之伯，高視當代。見君

藻瀚，遂喪魄褫精，不敢舉筆。則天聞其風而悦之，追直弘文館。學士先曰：‘九流紛

綸，百氏雜習。’”（《洛續》137） 

按：此處文意不通，標點有誤。應點作：“則天聞其風而悦之，追直弘文館學士。

先曰：‘九流紛綸，百氏雜習。’”“追直”指授予官職，故其後應當加官職名“弘文

館學士”。唐門下省設弘文館，設學士等官，掌管校圖書、教授生徒等事，見於《新唐

書·百官志》：“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

參議焉。”
37
唐李正卿墓誌：“學者開卷自得，如授師説，官至秘書郎、弘文館學士、

沛王侍讀。”（《北圖》31/135）唐柳均妻李氏墓誌：“夫人江夏李氏，唐□書郎、弘

文館學士諱善之孫。”（《補遺》4/71）皆是其例。 

22.唐米欽道墓誌：“夫人潯陽郡君翟氏，質素貞柔，儀範淑睦，作配君子。而德

修垂訓，閨門以禮。度天不假善，先君而終。”（《洛續》269） 

按：此處文意不通，標點有誤。應點作：“夫人潯陽郡君翟氏，質素貞柔，儀範淑

睦。作配君子而德修，垂訓閨門以禮度。天不假善，先君而終。”句謂誌主夫人柔婉美

好，以禮度垂示家庭，不幸先逝。 

23.唐崔鄖墓誌：“祖顔，爲大理正。察小大之獄，必原始而究終。苟窮其理，則

哀矜以色後。以子貴，贈秘書監。”（《洛續》675） 

按：此處文意不通，標點有誤。應點作：“苟窮其理，則哀矜以色。後以子貴，贈

秘書監。”“色”特指和悦的臉色。 

24.唐尹審則墓誌：“祖忠，皇朝代州别駕。卒官、清資、歷仕，皆有令譽，不能

具載。”（《洛續》695） 

按：此處文意不通，標點有誤。應點作：“祖忠，皇朝代州别駕，卒官。清資歷仕，

皆有令譽，不能具載。”句謂誌主之祖忠任官有德，爲人稱譽。 

25.唐崔璹妻李氏墓誌：“塗脩進士舉，業將就而欲佇其鱗化，保干禄之榮，報慈

明長育之重。”（《洛續》727） 

按：此處標點有誤。應點作：“塗脩進士舉業將就，而欲佇其鱗化，保干禄之榮，

報慈明長育之重。”“舉業”指爲應科舉考試而準備的學業。“將就”即接近。“鱗化”

是用“鯉魚躍龍門”之典，見《世説新語·德行》
38
。“干禄”言求福。“慈明”猶慈

光，指父母。句謂李氏之子塗有孝心，捨棄將成的功業以報父母養育之恩。 

 

 

四、小結 

 
36黄的貔貅博客：《唐故魏州刺史金城公尹府君（元縡）神道志銘並序（夫妻墓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c9b6ed70102w3cp.html，2016年4月9日。 

37（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1209頁。 

38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説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第6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c9b6ed70102w3cp.html


 

 

正確釋讀墓誌文字，是保證各項工作深入進行的前提條件。然而因唐代墓誌歷時已

久，拓片本身多有損泐，文字漫漶不清、異體俗訛字充斥其中，加之墓誌整理本身不易

以及技術、識别水平等因素的制約，文字釋録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不利於相

關工作進一步開展。這就需要我們認真對照墓誌拓本，在正確理解文意的基礎上，對前

人釋録中存在的問題加以糾正。本文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粗淺的嘗試，以期爲其他學科的

相關研究提供便利。目前對於前人的墓誌釋文工作繼續加以整理和完善，仍然是非常有

必要的。 

 

 

（王静，河北大學文學院  河北  07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