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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冠环

一、别自

不少研究北宋朋党之争，特别是仁宗朝庆历党争的论著，都注意到欧阳修(1007-1072)

在庆历四年(1044)撰写有名的《崩党论))，、以回应仁宗 (1010ι1063 ， 1022←1063 在位)的质

疑，肇圈一个名蓝元震〈一作蓝元撮，? -1077)的内臣向仁宗奏告菇仲淹(989-1052)等结

崩党。后来斑仲淹等因顶不住反对改革的势力商相继离开宋廷，令改革中途商废，转折点正

是蓝元震的发难ee 蓝元震何许人也，考《宋史·宦者传工·蓝继宗》有他的不足一百二十字

的附传。他的养父蓝继宗(960-1036)及冗长蓝元用(?一1055)先后担任内臣最高职位的

人内内待省都知及斟都知，阳能本人在神宗朝也累官至入内副都知，位列高级内臣@。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邓广铭教授(1907-1998)与张希清教授合校的宋代最重要笔记小说《裸水记

阔))，其中卷一《符彦赔不可复委以兵辆))(44 条〉、卷六《朱能得天书))(167 条〉、《挝、黄谏商提》 

068 条) ，((驳幸金陵与蜀 ))(169 条)、《高琼请幸北城))( 170 条〉、《寇准在擅橱))(171 条)、《王

软若潜意准))(172 条〉、《王旦举代))( 173 条) ，{(出李迪而留丁谓))( 174 条)等九条，据司马光 

(1019--1086)所述，乃"蓝元震云"、"皆蓝元震云"、"元震及李子仪云"、"直省吏亲为元震 

① 	可参部周样绍《论黄庭盟和:I~宋竞争)，<<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颠)1996 年第 2 期，第 57 衷:沈蛤勤<< :lt宋

文人与竞争一一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第工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罗家祥在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

华中野范大学w题杖， 2002 年，第 15-17 茧， (北宋跟党现略论{代鳝诠}>>;吴椒锯f馆下谈诗部新)，<<复 13 学报》

〈社会科学摇) ， 2002 年第 6 期，第 120 页$黄插黯《藕襄与宋代的改革)，<<哈尔摸学院学摄》第 25 卷第 6 期 (2004 年 

6 月) ，第 105 页 s程安黯《接殊评说)，(求索 )2005 年第 4 期，第 150 页.关于董无麓进蓄的月日在歌陆修撰t腹党

论》酶，抑在其后，李燕(1115←118毒)(鳞资治通鉴条编引以下简称在长编盯在该条下之小挂云"此…节悲在修进

论酶，更详之f李燕也未能确定.至于本于《长键事而编的《襄朝编年绢吕备要)，财记作歌上论在院，而蓝进言在

蔚.参见李攒《续资治通鉴长编 E卷一西/气，皮历四年四丹戊戌菇，第 3580…3582; 陈均 (1174-1244)编，许沛藻、

金圆、颇吉辰、孙菊盟点校《集朝编年纲自备要到中华书蝇，2006 年〉辖…二，第 265 页. 

② 	在宋史E卷四六七《宦者传工·蓝继宗耐蓝尤震)，第 13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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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菌数事皆元震闻其先人所言啦，元麓先人为内停省都知"①。商教人玩味的是，司马光

在其《司马光臼记》里.曾引述熙宁初年任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 0021-1086)新法的浩蜀名

臣赵拧 00侃一 1084) 的说法，指称王安石曾暗中交错及摩贿蓝元震及另一神宗 (1048-

1085 ， 1067-1085 在位〉信任的内臣张若水 (1 一1077) ，当神来命蓝、张工人往开封府界〈今

河南开封市〉察视膏苗法班行的状况时，工人就给青苗法说了好话，商教掉宗支持王安石继

续推行此法叭这个表爵看来1tt孚先甚显赫事坊，商其实至少两度介人宋廷文臣党争的内

臣，其对北宋中叶政局的影响力不宜低估。商蓝元麓以内臣之身份，传述北宋前期九即重要

政治掌故，虽非绝无钗有的事例，但也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学者值得注意的地方飞本文即

据现存史料，对蓝无麓的生平事迹作一考述。

有关北宋内霞的研究，最近期的专门著作，有张邦炜教授的通论性专文《北宋宦官问题

辨轩"。另外游彪教授与刘春税女士合著的专题研究《宋代宦官葬于及荫补制度)，也颇有

新意@。不过，北宋内臣的个案研究，似乎尚不多见，诸如北宋最重要的内臣如李宪 (1044一 

<D 司马先撰，邓广铭、张希清按点《糠水记黯 3巷一，第 20' 页，卷六，第 113-118 页.考司马先这几刺得自蓝元震的传

惕，均为李燕t穰资部凯撒鉴长攘 2店来黯lK.势正其不准确之处.参晃《长编 )!l寄回，舵德元年二月丙成条，第 83-84 页』

卷五七，~隆德荒年间九月乙亥条，第 1267-1路8 页 z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离子条，第 1287 页 z景穗元年十二月 τ京

条，第 1却2-1293 页$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戍条，第 1298 页 z卷穴二，景德三年工月丁盟条，第 1'398 页 z 卷七囚，大中得

符三年十二舟樊商条，第 1698-1702 页 s 卷入阻，大中样符八年四月安成条，第 1922-1925 页#卷九三，天鹅三年五

月乙 11条，第 2141 ….2143 页$天播四年七月帘.条，第 2211 页 s 十…月乙丑条菜已 e~挺，第 2223-2226 页;餐一九

一，嘉德五年四 R庚.条，第 4620 页$卷二三二，熙宁五年扭身乙卵条，第 5630 J夜 I~罢工四七，黯宁六年十月:f辰条，

第 6030 Ji，徐松篝f宋会要鞠稿》选举个丸之一二、一三.考与蛮荒震一跨传述《出李竭而留了谓 2一期记阔的"李子

仪"，可能是仁来至梯宗时人李银.据王德戴被授的考证，李缝字子仪，在藏事古荒年(1056)七月及三年 (1058)以秘向

校理考试黯子革举人，到五年(1 060)回月，则任枝国持尚书荆黯.熙宁三年出知苏州，到熙宁五年 (1072)四月，则以

刑部郎中、秘阁校理罔列太常夺.到熊宁六年 (1073)十月见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市)，跟宫少卿. (金宋诗》收他所作

诗…笛，另附其小传.不过，理者挥疑这盟所引的"李子伐"，可能是"李公仪"之说写.考李逃 (976…1043)从予李翁

之门附一1089)字公仪，据苏颂 0020…1101>为锦E阔的蓦志铭记载，李痛之"少有窒行，年十四，时从文定公商迂衡

阳，更复相不离左右"李遮给了谓以计攻销并罢棉的经过，与德不离在有的侄子李肃之应知之最详.司马光和他交

情如何不详，侄萄玛先曾赠诗其Jl.李束之，猾想向 5毫光和他儿先弟都有变惰，放李痛之报了谓梅寄叔父的始*报告，

是很有可能的.参见x德毅、昌彼得编f宋人传记资料囊号 I){台北魏文书局， 1974 年)，第二册，第 897 页 z 傅璇琼等编

《全宋诗》卷六六 O(李银)，第 7740 页 s 苏领撰、王罔策等点校4苏魏公文集)(中华书局， 1988 年〉卷六-(龙由阁直学

女孩仕李公摹志铭)，第 929-934 页 z 曾枣a:、文lj琳编《金宋文》卷一工六《司马光四十五墨，(迭李公明序)，第 444-445 

jfi. 

@ 	 司马先f糠水记帽》附录二《撞公日记)，第 8 条，第 350 英{按 3此条穗窑 f王朝名臣 3言行条 2卷五之二) I 司马先撰、李裕

提校注f哥马先日记校注)(中型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日记铁文)，第 56 条，第 162 页.

③考濒t位于内臣臼边的传翔，(糠水i2樱 E稼收录蓝元震所传的丸到掌故外，还收有仁来朝内距那保窗 (1 一1067)及翻

士良所传的商热i掌放.邓保育在仁宗晓年 5位蓝内侍省都知，茧神宗朝宫至延福富使、入内内停省都知、武靡2在节度

观察留后，与蓝继东地位相当.参旦司马先《糠水记梅》卷八《马知节为人贯重 )(214 条) ，第 144 页 s卷一O(仁宗欲纳

陈子被女为后 )(284 条) ，第 183 页，(宋会要精稿 2礼五十八之九十、仪橱十二玄之二. 

@ 	 参见张邦纬(:!也宋宦官问蜡辨析击，载氏薯f宋代政治文化史论拟人昆出版社， 2005 年) ，第 47-77 页.接张氏另有f商

宋宦宫权势的削弱)，收入网书，第 78…97 页. 

@ 	 参见I8U臣、刘警组《来代t宣言养子及商补制度)，(中国史研究招∞1 年第 2 期，第 107…118 页.又撞'庭教授的专著，其

中…掌内容与载文大敢相同，参见醉JU(宋代前补制度研究)(a:p嚣社会科学出版社， 2，∞ 3 年) .第九意《宋代宦宫及费

补制度)，第 248-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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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 、童贯(1054-1126)及梁师成(?一1126) ，目前尚未见有份量的相关研究简筐①。若论

对垃宋政治及军事的影响力，事情陌论，本文所诠述的蓝元麓，也许比不上李宪等;不过，以

此一个案研究作为远点警或许能远抛砖引玉的效果。建者年前曾撰<<<全宋文〉所收碑铭之宋

初内臣史料初考》一文，培述宋初内垣二十六剖的事迹@。本文可以说是该文的续第@。

二、父兄护荫

蓝元麓的生年及籍贯均不详，考他的长兄蓝元用系籍大梁〈即开封) .他可能也是开封人 

i前为蓝继索收养也)。至于他开始任职内廷的年月，也没有记载，((宋史》只记他"以兄荫补人内

黄门，转高班，给事明肃太后"。考其养父蓝继宗在仁宗即位初年，刘太后 (1022-1033 摄

政)垂廉听政期间，早已攫为人内部知飞陌其兄长蓝元用早在天圣二年(1024)五月己任职

上御药供奉，到天圣六年(1028)二月，改名为上都药，秩比内殿崇班，成为刘太后近身之内

亩。蓝元震这时地位虽边纸于其兄，但也是X1J太后近侍的人，这见得出刘太后对其父蓝继宗

的倍任@。

蓝元震在天蚤年阔的事迹不详，可能因其地位保微，不像父兑担任要职。他时来运到，

要到仁宗明道攻克(032)后。是年八月圭戌〈二十三日) ，文德般修成，但当晚禁中便失火，

火势漫廷，将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及最明八殿烧毁。幸而小黄门主守规 

① 	王赞瑜教搜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每:论宋高宗(l lO7-1187 誓 1127-1162 在位〉朝在暂的专文，王教授将他们 33离京御 

2延至继先(?… 1162 后〉比作"横弧社鼠气不过，王文并未为高宗朝的个别窗宫作个案研究.另多年前陈守忠教授曾

写过一藕有关李宪取兰会的专文，至于全副研究李宪事璋的著作尚未虱.商艘运期有关童贯之研究，仅有企建平…

辑学术礼iè. 参纯正曾瑜4蠕抓社鼠"……宋离京时的宦宫与磁宫王维先)，(四Jlj 大学学报)(哲学校舍科学服)， 1995

年第 2 期，第 71---82 页 a陈守忠《李宪取兰会及相关城禀逾趾考)，(西北史地)1986 年第 1 期，第 85-90 英.该文后

收入陈藉《捋战史地考述>>(兰州i大学出题杖 .1993 年) .第 128…135 页 z 企盖平《蠢费曾任震挠使南非直键使)，在啻阳

学刊)2∞5 年第 3 期，第 121]夜l. 又近年港、台‘大黯出版了好几种关于宦窑的通俗横辑.典中任洪新编的ct古代在宵

故事以脊港:和平翻书， 1997 年) ，第 142 才57 页，所介绍的宋代宦官分别是就宋的两挥军史、酶文应毛童赏和荒野成四

人.爵王玉德、传宗旺合薯的在宦宵录:中国历史上的窗宫X笙易有限公司，2002 年) ，第八章4走向裂变的宋宦宫)，那 

173…196 页，研介绍的宋代窒宫计为玉攥息、泰翰‘张崇费、嚣赏和攘搭成五人，作者认为宋代霞富的特点是武宦多于

文'ß:.另张云风所编的f中隐窗宫事略)(大巍出版杖 .2∞4 年).第 183…231 页，所介绍的宋代宦官十二人.其中:tt;丰'

在官计为李神拓、王继患、张黎费、鑫鞠、i黯文应、李莞、程黯、富贯反摄师成.3班子王全球所撰的《中墨历代宦智大f!: Þ

中国提索出磁性 .2， z 史无能倒察官封王)，嗣只连站童贯一人，第ω6 年，第丸意(J般贸 131…148 页. 

@ 参鹿但1冠环((金宋文〉草rr收碍铭之荣韧冉臣史料韧考章，(东吴历史学握》第十一期(2∞4 年 6 月).第 29…铅页. 

(~ 本文的韧横原本一并考论监元麓之父兄蓝罐察及蓝先用的事埠，锥因篇幅脐眼，有关蓝继宗>>.蓝元屑的部分将会到

文刊出. 

@ 菌家黯书馆善本余有组编《宋代石哀号文献全编)，第三册，北京盟书馆出磁性 .2003 年，第 119 页，(王尧怪蓝元用磁 

40. 考班无用在上述与王弗臣的黯名中，署名"大提蓝先黯气与其养父蓝鳞宗系赣南海不同，大概蓝元用原籍芳:封

{部大寨)，为蓝继宗所收养. 

@ 	 在宋5t!)卷四六七f富者传工·蓝端来)，第 13634 页.考蓝先用在刘太后临辑的时候地位尚不离，可能《宋史'将"父

翻"说写为"元葡"，盖在龙震补入内黄门，当是阴其养父之恩街. 

⑥ 	魏征(580-643) 、令孤德菜(583…邸6)撰4捕节H<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3 年)，(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嚣跋" 第 1904

页 ;U是编)~署一0器，天蚤四年，工月戊审条，第 2401 页 z替一0穴，天蚤六年之丹1'11条，第 2465 页d宋史 3咎四六七 

f商者传工·就苑露)，第 136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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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077)发现得早，众内臣泰帝居室安全的地方。据《宋史·蓝元震传》班载，禁中失起

时， X1J太后拥持仁来登西华门躲避，左右侍从…时未集，年纪轻轻商随持在倒的蓝元震立即

走下城楼，传召寻找宿卫护驾。九月庚午〈初工) ，宋延赞灭火护驾之功，曾席内臣景福殿使、

雅州防御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一1033)迂内侍都知，月棒增三万。蓝继宗则自宫苑使、忠

州〈今重庆市忠县〉防街使、人内部知近昭窒使。人内押班回京作坊使、文判事lj史江德明 

(1 -1037)则播如京使迁入内副都知，入内押班礼宾使卢守黠<? -1038 后〉领昌州刺史。

其他内自自上御药至内品十五人均获升迁，其中王守规起摧为人内殿头，而蓝元震也精迂为

人内高品。蓝元震大概在此一役给仁来留下深刻的印象。。

晓道二年(1033)三月二十九日，久病的刘太后逝世，仁宗亲政e 还不到一个月，刘太后

所宠信的一大群"权宠睽盛"，任以"访外事"，"以此势倾中外"以人内副部知江德明、东染皖

使罗崇助(? -1033 后)、张怀德(?…1033 后)为首的内臣多人，在同年四月二十一自及五

月五百被逐出朝廷。同年五月首席内臣入内都知、延福宫使韩守英卒，蓝元麓父、攫为宜庆

使的蓝继宗，终于成为地位最高的内臣。在他的照管下，当年同为X1J太后身边的上御药蓝先

用得以留在宋廷@。这年十二月，宋宫结牵起一场大风波，仁宗将他不喜的郭皇后 (1 

1035)废为净妃，有份鼓动仁宗震后的，除复相的自英简(979-1044)外，尚有右谏议大夫范

讽(1 ←1041 后〉以及人内剧都知间文应付…1039) 。巳露角头的右司谏范{中淹镖头抗争，

一大群少壮的言官起来反对废活警并将矛头指向当年被视为革距的吕夷筒，结果范仲淹等被

贬费。身为内芭之首的蓝继宗，在这事上但乎是置身事外。而年轻的蓝完震臼睹耳睹这场

文盟间的党争，相信必定即象深刻飞

仁宗在翌年(034)改元景苟，这年十二月二十二且，蓝继束以老疾启请罢都知之职。仁

宗允许，特别攫他景福殿使，并迂邑州〈今广西南宁市)观察使，让他荣宠地在家退休@。宋廷

在童年(103日正月五哥特诏封赠蓝继宗的父母，徨蓝继宗在向丹卒，年七十六，宋延追赠他 

① 	(i:Ç编 E卷一一一，明道揭竿八月圭成条，第部87 页 z丸JJ 庚午条，第 2588…2589 页，<<宋史》卷一OCí二宗纪二量，第 194

页 I~六三《五何ZB二上)，第 1377 页 z卷四太七《苞者传二·蓝元震、王守魏)，第 13634 、 13638 页.

②《袄编2卷一…二，明道工年三另部午、四月戊阳、费五、芮辰 1在己来条，第 2609-2613 页 di月戊凝重突西条，第 

2616-2617 页$七窍辛己条，第 2622 页;卷一一三.明退二年九JJ 乙黯条，第 2636…2637 页 z 个月乙巳条，第 2639 页:

十一月辛未盔甲戌条，第 2643 页. <<宋会要辑稿》仅制十三之四、王L. 考张怀德在南年七月十八日，为有司发其奸状，

再被除名配隶广南.在九月二十五日，再以修仁宗生母意董事太孟之段有过，罚锅三十Y乱另再徙远处.而汪德畹夜间

年十月十三日，给言者踊他在外弱不检点，给夺去入内副部知之职 z另一内摄朱允中也落内侍挥班之职.江德明在景

括四年(1037)二月前，以tx.藏库使、泉州i铺御使之职事.这里附辛苦…谈，(糠水i己闻E卷一0称"意献太后l/lti辑，内传省

都知江德先权倾天下"，而其弟江德明也侍势欺人.然考《妖编》及《宋史)，并未载所谓内待省都知江德无权铺天下之

事实.爵李景在有关条下也注号1<<辣水i2阁》这期异说，并指出此说为其所不取 w 参觅《凉水运用》卷一0<<字及不枫j

权贵)<第 306 条) ，第 195 J夜，(长编》替一。大，天圣六年五JJTB条，第 2473 页.

己去	 《长编 3卷…一主.十二月甲资3距离胶条，第 2648--2654 页￥卷一…五.景拈荒年七另乙禾条，第 2689 真. 

⑤ 	《长编》卷一一五，最搭元年十二月己卵条，第 2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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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军节度健，溢"健靖捋①e

蓝元麓在父亲过世时，大概以恩荫再获攫升。其兄蓝元用则在景搭三年(1036)正月嚣，

已攫为内侍省内待拇班@。这年五月，宋廷又起纷争，一向敬言的天章期待制、权知开封府范

伸淹，国开罪首相吕夷筒，被落职贬知饶州〈今江西上饶地区波阳县) ，同情范仲淹的人，主与被

政敌指为朋党。其中欧阳修及余靖0000-1064)等均被贬@，在这次党争中，蓝芫用兄弟并

没有介入。蓝兀用在这年十月搏获得升迁，自供备库使、忠州剌史、内得押班迂为西京左藏

库便。两个月后，他和皇甫地明等，并以管勾三馆、秘阁上新技四痒书的功劳，在两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再攫为人内酣都知，迂洛苑使@。在其元的护酶下，蓝元麓在内廷的地位稳步

上升。

从宝元元年(038)至庆历二年(1042) ，宋军先被西莫三番挫败，然后又被辽黯乘机在关

离问题上勒索，一度陆人西~t两边震动的危机，庆历五年(043)二月，老病的吕夷筒请罢相

获准，由不孚众望的靠得象(978-1048)及夏辣(985-1051)分黠升任首届及捏密使。是年

四月，在西边立功的韩琦0008…1075)与程仲淹政双被召人朝升任握密斟倪，植密副使杜指 

(978…1057)拜枢密使， RI1开展了史称"庆历变法"的序幕，缸与此向时，复楝则被台谏攻击铠

暗中交结人内酣都知刘从愿(?一1048) ，被仁宗瞿归本镇，西不识大体的国子监宣讲石介 

0005-1045)却在是月作了《庆历蚤德诗))，也种下了"庆茄党争"的祸根@。这年七月，落仲

淹拜参政，富粥<1004…1083)拜报密富I}使，变法之提高唱人云，同时，夏蝶一再被支蜡韩、延

的台谏攻击，于是密谋报复。是年丸月，仁宗开天章阁议政，韩、范提出著名的"十事疏"飞

然韩、蓝所接行的温和改革，还不到半年，就在庆历四年四月遭到挫折，国范所亲善的歌

阳修言事不留余地，另石分所上的《庆历蚤律诗》所云的"进贤退奸"明显地以复辣为奸，结果

引来以夏辣为首的人的反扑，散播流霄，指杜街、欧阳修及范仲淹等为朋党，他们不知有何手

棋，竟然找得蓝元用之弟蓝元震出头，向仁京上疏，危宵耸听地指控 t

莲仲淹、欧拥修、尹沫、余靖，前 E 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凡，复还京师 a 四贤得时，

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肢圈崩觉，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

觉，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遏棉提筝，不过三二 

① 《宋会耍'每稿忡L五十八之九十二、仪制十二艺十六、仪髓十三之二;(宋史3卷四大七4宦着传二·震继宗).第 13634 页;

考史载蓝缎宗在最葡二年iE月卒，锥确实日期不详. 

③ H采编E卷一…八，景掂三年正R苦辰条，第 2774 页. 

(3) 	 <<妖编》卷一一人，景括三三年五月再成军戊成条，第 2783-2787 真. 

@ 	 (长编》卷一一丸，景事在三年十月奏家条，第 2809 页 z十二另拿来杂，第 2813 页.又皇黯继幌亦以功，自西京在戴库

使、端州扉j史、入内副都知加文忠使.考盖在元用在是年十月钙为人内挥施，报信是在这时锺升入内削都知. 

⑤ 	辈长编3卷一蹈。，庆历三年二月乙菌至戊子条，第 33骆、3359 衷;四月甲凝烹乙5 、乙丑条，第 3363-3365 、 3370 页.

⑤侬编E卷一四二，庆茄三年七月己己、了丑条，第 3396…3397 、 3399 页 z 楼一四五，庆茄三三年九月了卵条，第 343← 

3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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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布 j需要路，则瑛朝速屈，谁敢有言?挟银级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儿至重，何由

察知①?

仁束对小小一个内臣蓝元震这番陈赛，虽然不完全相信，但也为此询问范仲淹君子与小

人是否都有崩党。这即引发欧阳修发表他有名的《朋党论儿蓝元麓要比他父咒，为后代许多

人所知，正是由他引发了欧阳修对崩党问题之大辩诠e 值得考查的是，是谁指使当时地位尚

不高的蓝元麓上富?是否蓝元用的授意，还是与夏蝶有交的X1J1A愿的主意('[.)?

考蓝无用在庆历自年初，以疾请罢岗待剧都知的职.仁宗允许，授他眉卦I(今四川眉山地

区眉山基〉防御使，并命知制诺欧阳修撰写常1J文e 欧阳修在制文中对蓝元用称誉备军，称许他

"既明而敏，慎密一心，不见过失，屡更器任，实简于1年。"又说"惜尔之旧予所嘉，惟氛之劳予所

录"。似乎欧阳惨没有开罪蓝元用，加上蓝元用生平行事，颇类其父，"慎密一心"，从不介人文

臣的党争。他在这时正以疾请罢内侍副都知，论理他应当没有兴趣介入夏辣与韩范之党争。

以此推论，蓝元震上赛不像受乃元授意，也许是他自己投靠夏糠一党，而做出此事来命。

范仲淹承受不了反对变法的各样明栓暗箭，在庆历四年六丹二十二日，自请出外，仁宗乃

命他为陕西、河东路室挠便。到八丹初五及十四日，富粥租欧阳锋也先活出为河业室抚使及、河 

~t都转运按察使，商到是年十一月，反对新政的人又挑起所谓"赛邸之狱"，志在攀倒钙在位的

杜衍。到了庆历五年(1045)正月，仁宗听信章得象的海窑，认为范仲淹以前的辞位，不过是要

君结党，就将范、富及杜街一齐罢免@。自蓝元震发难的庆历党争，以范仲淹等失散告终。

蓝元用大慨在庆历八年(1048)复任为人内蛋!J都知，填补在这年二月逝世的刘1A愿的遗缺，

位在人内都知张惟吉(?一1054)之下倍。蓝元震在上奏攻击范仲淹等结崩党之后的事迹不详，

大概在皇萄元年十…丹，当仁寒置三段使，一方面仁宗对他信任有嘉，另外也沾了乃兄之光，被 

① 	《长编》卷一黯八，庆E百四年四月戎戌条，第 358。…3582 页. 

ø 	 H运编盖卷…四八，庆历担年翻月戊~条，第 3580-3582 蔚.考南宋人跳勉(1216一?)在评论此事时，认为是I蝶吏结

蓝元震，由他出手攻击范仲淹.他说仁宗虽然没有完全裙锚蓝元震的话，值班仲淹等最后也被遥相继离任.另 ili年

不少研究北宋竞争，将姻是段历党争的专著及论文，部有引述蓝元'露这番危窑.参兑姚勉《彗核集》卷七4突翠革对)，

影印文渊商四库全书本，叶 27 上下 2期样翻《论黄庭量和北宋党争)，(九江拇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艇)， 1996 年第 2

期，第 57 页 s拉松勤创也宋文人与竞争…一一中菌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入混出版杖，1998 年，第二意第一节f君子小人

之辨与朋党论)，第 49-一51 页$罗家祥《崩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5-17 页，哥拉宋崩

党现略诠〈代绪诠));吴淑辍《馆下读诗摞衍)，(复旦学报以社会科学黯)2002 年第 6 期，第 120 页 f 黄滔琼f黎襄与宋

代的改革)，(哈尔摸学院学报2第 25 卷第 6 期 (2∞4 年 6 月) ，第 105 页#程安庸《晏殊评说>，(求索)2∞5 年第 4 剿，第 

150 英. 
③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歌黯修全集》卷四-(外制集序)，中华书局，2∞1 年，第 59号-596 J震;卷八一《洛苑使英州圄练

使内待省内待在班副部知蓝元用可眉州防御便要踹都知能).第 1175 页.考歇阳修在庆茄5年十工月拜知制话，四

年八月出为河北转运使，他为黯元用写制文虫在这时. 

G) 	 H~:编E卷一直O.庆历四年六月圭子条，第 3636→3638 页 s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甲午、费卵条，第 3674 、3684 页 1

卷一直三，庆历四年十…月甲子条，第 3715-3716 页:堪一五阻，庆历五年正月乙留至两成条，第 3740-3741 页. 

(5) 	 <<宋会要魏稿){文章~十三之三汉长编》卷一六五，十二月庚辰条，第 3977…3978 页.刘从嚣在庆历八年三月前，以昭宣

使、眉州防御使、内传右班剧都知任上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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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为三棱都监，辅住昭宽使、三段黯使杨怀敏(?…1050) 。史称他"条列防守法，其后诸段以为

式"①。他这时的官职史所不载，当蓝元用慢慢退出时，他开始承雄父咒内霞的地位。

蓝元用在至和二年(055)三月卒，他最后的言位是左藏库使、梓州〈今四川绵阳市三台

县〉观察使、人内内侍省副部知。宋廷镜黯他司徒、保大革(即鹏州，今挟商延安市富县〉节度

使，遥"荣恪"叭他得年多少，史所不载，若以他在景街三年任内侍押班及人内剧都知当为五

十岁，他年年可能为七十岁ZFO

二二内臣世家

蓝元用病逝，蓝元震获得亡兄遗荫升官。他大概在至和二年中自供备库翻使攫为文思

甜使。出知辈~语王瑞(1019…1085)脐撰的制文云:

款菜:维尔兄元用事是美左右，小心一穗，今失往来韩好之事，最亲剧委也。乃号i 年以

辞，莲、海其天伦之亲。判|历载之劳，庸匆褒章?进尔优牲，以眷中侍之厚。可@。

蓝完震于仁来晚年以至英祭(1032…1067 ， 1063-1067 在位〉年阔的事迹不详，本传记

他曾任群牧都监，又监三馆秘菌，然所系之年丹均不可考GEe 他循资慢慢升迁，大概在英祟埃

年，巳任内待押班，而到禅宗熙宁初年再迁入内押班号。他到熙宁三年(1070)七丹，那以任泉

城使、昭州(今广西桂林地区平乐基西南)团练霞、人内押班的身份，担任在这年七月逝嚣的

东平郡王先爵0008-1070)的丧礼叭蓝元震在这年又牵涉人一宗历史的公集中，据《司马 

① 	(*编B卷一六七，皇拈元年十一丹庚子至戊午条，第 4021-4022 页;(宋:J!)卷四六七《富者传二·黯元震).第 13臼4 页.

考蓝芫囊任三般都监年窍不i萃，疑在街怀敏任三段副使同时. 

(2) 	 (宋会擦篇稿抖L五个人之九十一、仅数i十五之二、王，(*编3卷…七丸，至秘二年三月附于条，第 4323 页. 

@ 	据《长编》黯击，商省都知及捋班，并选年五十以上及有边功者参用.考蓝元F括在景花三三年(1036)韧日为内传捋班，年

席撞入内爵都知.倘是年他五十岁，到至和二年 (]055).他~为七十岁.参见《妖编》卷一九六，禀豁七年正月日四

条，第毒737 页. 

e 	 王黯《华阳集)~墨西O(供备库斟擅蓝兑黯可文思斟使很1)，彰印文拥酶黯靡全书本，叶 9 下.考进任知制i去年月不

详，据￡长编辈革哥ìè..他于革和二三年十月前巳任知鳝锚，而至魏孩黯年十一月前巳改任输林学士.搅此篇韶文撰子豆和

二年五月蓝元用卒摇.参觅《妖楠》卷一八…，更和二年十月5菌条，第 4380…4381 页 z卷一九O.襄衔黯年十一月丙

审条，第 4597 页.

⑤《宋史}卷器六七f宦者传;二·蓝芫麓).第 13634 茧. 

⑥ 	酣带一捷，仁安摆在凛花八年三丹病逝蹈，英宗维拉时，除了升任紫福踱债的石全彬('1…1070)外，高级内践中入内内

待省的都知共有军人，分别是任守忠(990…1068) 输邓保吉(7 …1067) 、甘黯窑、李先黎利石全育行…1071 ).辈子原

都知的史志聪及石金彬已理职.另外，在搞葡八年十月，未到五十的皇攘使张i!则，虽受野琵马光等极力的反对，仍

提前被攫为内待押班，他君来又迁入内押班. JlJ活孚先年七月，室政使人内部知指守怠商为英宗所惑，被重谴为保倍

望在〈黯庐州，今安徽含章程市〉节度 IIJ便，薪持〈今湖北薪春市3安置.参见f 长攘》卷一九八，攘结八年五月费卵条，第 

4部6 页 z卷二百三十丸，熙宁五年个舟审辰条，第 5822 英+卷…九九，嘉黯八年十月甲午条，第 4829 页 z卷工O二，治

平妃年七窍芮辰条，第 4897 页 z卷二。六，插平二年八月辛卵条，第 4984 页. 

φ 	王连《华拥集》卷Ji.七《东平郡王食邑 .;.....Jj七千一窗户食提封圈子八百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海封梅王溢学应嘉志

铭)，叶 3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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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flì己》、《苔溪温隐丛话后集》、《宋会要》及《宋史》所载，当王安石0021-1086)在熙宁二年 

(1069)九丹推行青苗法时，在熙宁三年二月初一，以当时判大名府〈今河北部嘟市大名县〉的

韩琦为首的元老重目极力反对。神宗撮人内剧都知张若水和时任人内押班的蓝元囊暗中往

开封府界查看民惰。他的回赛百姓都自嚣货青苗钱，商非反对的人所说的白宫府拇配。当

时枢密使文彦博(1006-1097)…再育背苗法不便，神索回答说"吾令中使工人亲问民间，皆

云甚便。"文彦博阻赛"韩琦三朝宰相不信，商信二阉乎 J'据司马先引赵锐道〈即赵芥， 

1008-1084)的说法，王安有其实暗中交结辱贿二人，让他们向神宗作出对青茵法有科的接

告，而令神宗坚信王安石膏苗法之诀①。究竟王安石在否暗中交结蓝无震与张若水，让他妇

为他作出有利的报告? ((宋会要》及《宋史》的说法相信源出《向马光自 ìè)>。司马光是反对营

商法以及新法最激烈的人，他所收录的时人说法，很难不带有铺丸，他所引述在熙宁拐年任

参政、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赵件之言，只能是孤证。可惜《长编》偏偏缺了这一节，我们看不到

李焘对这说法的考辨。从南宋以酶，不少以王安石变法为非的人接受了王安石交结蓝元麓

的说法，甚至将王安石交结蓝元震，比作商鞍〈蔚 390←前 338)交结秦孝公内侍景监陌得进

用@。而当代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学者，似乎对王安石交结内待的指控，尚没有作过相应的

考辨飞

后人对王安石交结蓝元麓的说法没有太大的政疑，一方面蓝亢震在仁京朝有交结文蓝

的前科，另一方面王安石也不见碍真的清分由守地不交结神宗信任的内距。令人细昧的是，

在} 考今本《长编》缺熙宁三年四月前的纪录，而《通鉴长编纪事本末E卷六八在青苗法上》则可补部分商容，包括在熙宁三

年二月初一韩琦的上奏.而《长编3磐二一0，熙宁5年即月成辰条，也载录了国韩琦上奏所引发的一连串的风波.

此外，应出的《宋史·食货志}也记录了青苗法推出的始末，包括就录了韩湾反对的奏章，以及源出司马先有关王安石

交结蓝元震之说法.另外，离宋人鹉仔付一1167 后)编事子孝宗乾道三年(167)的f萄溪渔梅毒也话后集 2卷二丑，也

钉进;此一象跟载于《词马文正合自录E的传闻，只是没有记戴那是赵作蜒的.关于韩琦反对青茵法的原因，以及王安

石的反应，暨南大学 2000 年黯张尧均的硕士论文《螃琦研究》有关意节，有相当不锚的论析，值得参考.参览《宋会要

辑藕》食费I!!l之二十九z 司马先f糠水记简》附录工《温公臼记生，第 8 条，第 350 页(按 3此条街自 f三朝名臣苦行录》卷

五之二h司马光撰、李裕夜校注4司马光日 iè校控以中髓社会科学出簸社， 1994 年)，(日 iè供文)，第 56~展，第 162 真:

胡仔寨集、.，德明校点k窑摸准酶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卷二五f学自老人声，第 184 页;(长编 2卷二… 

0，熊宁三年四月戊胶条，第 5095一切99 页 z杨仲良(? -1184 局对通黎族编纪事本来).收入赵敏寒主编Z宋史资料

萃编3第二辅〈台北文海出般社.1967 年)卷六八4膏菌法上)，叶 l 上至 7 下〈第 2161-21η 页);(宋史》卷一七六《食

货志上四声，第 4285 页 z 张其凡主编(:1t宋.p黯期政治摞续以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5 年〉卷二《稀湾研究以张

先均撰〉、第五章4事事琦与熙宁变法).第 130-150 英. 

@ 	 参兑杨慎0488-1559)(升庵集》卷五一《宋人议论不公不明)，影院3文捕陆翻库全书本，叶 8 上下 z杨慎《舟铅摘录》卷

二，影碍文掬阁四库全书本，时 6 上下 z杨模4丹铅总录 2卷九《宋入议论不公不明)，影印文渊罔四库全书本，叶 11

下一12 上 1 1.马琦 (1558-1603兴经济类编3卷二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 17 下--19 上.关于赵挤的生平事迹，

特别是他在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立其对青商法"争而不力"的情况，张邦炜数授有专文对论.参见张邦炜《关于赵

f1'治篝辛，载《邓广铭敏授百年涎辰纪念论文集>. 

③ 	例如邓广铭教搜及漆侠敏搜<1923-2∞口的专著内关于青笛法的讨论，并没有考辨王安石此赔负菌的说法.辈子李

华瑞敏捷所撰的(]:安石变法研究史呈，有关宋人笔记小棋中的王安石形象…章，似乎也没有谈及《靠在水记周2这一如

说法.参3也邓广铭付起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般社.1997 年 1第 143-152 页 F潦侠《王安石变法机增订本)，河

北人民出版社，2∞1 年，第 170-179 页 s李华瑞t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六.(宋代笔记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人民

出版社，2004 年，第 166…199 孔附带一谈，王安石贿赂蓝元震的说法，甚至被当代历史小说家来纳，笃进历史演义
小说里.参见蔡东藩《宋史演义)(辽宁出报集团电子副书部 .2∞2 年}第三十七凹，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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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冗麓在仁宗朝为夏辣等利用，上赛攻击以韩范为首的温和改革振，到神宗初年，他转过头

来为激烈改革摄的王安石效力。另一方酶，能又与后来反对变法的词马光交情非渎，愿意将

亡父的深宫掌故倾囊尽告。锦一方商普子迎合君主，懂得投机服宠，另一方圈又不避交结朝

霞。在这一点来看，他与亡父不与朝臣往来，洁身自守是很不同的e

从熙宁三年十月开始，宋廷三员高级冉臣先店去世，首先是廷捕宫使石金棒卒，然珩是

宣庆使石金育(? -1071)，以及宽庆使、人内副都知擎继和(? -1072)先后在熙宁凹年十一

丹及熙宁五年(072)五丹逝世，一下子多出了高级内臣空缺，这对于蓝完麓的进一步升迁，

都是好消患。高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十月拜招，对蓝无震都是有利完弊的飞

熙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蓝元麓又和他的老搭档人内黯都知张若本上言，请求罢辽夏使

臣来京后，例所踢管勾自信所及都事商驿脐宫的银绢。宋延允其奏请@拿这年八月，在庆历

年间曾与蓝元震在朋党问题上交锋的欧阳惨卒于接州(今安撤阜南市〉。对蓝无麓而富，他

与歌阳修的恩结大概已是事过境迁号。是年九月，宣政使、人内副部知张英则攫为宜庆使、人

内都知。到十月二十九日，蓝元麓即援引是年三月内恃押班邓德域获升内侍右班剧都知的

先例得到升迁，再自人内押班迁入内爵都知。神宗对他的晋升的拉法说"元震自擂领近职，

忠勤谨墨，由内侍押班除人内押班，今5五年有余，可与减残零岁另特迁之也。咱他终于得到

亡兄入内副都知的地位，而神宗对他的信任有嘉。这年的十一舟，参知政事冯京(1021-

1094)1每禅宗反映皇城玛最近差探事人过多，以致人情颇不安。神宗对负责皇城巧的蓝元麓

的信任并未动摇，反阳为他辩护，说皇城司的人数没有增如，所探的事亦不多，并窒称"蓝元

囊又小令，缘都不敢乞取，故诸司不安吻。

熙宁六年七月，内停押班苏利涉。019-1082) ，援引"两省押班，五年元阙，并除高11都知"

之先例，攫为内待右班副都知。值得一捷，苏科涉的祖父苏保迂与蓝继宗…样来自商汉，与

蓝元震有特别的翻源@。 

① 	参见(*编E带二…六，熙宁三年十月戎辰条，第 5255 累§卷二一八，照宁三年十二月了那条，第 5301 ~;卷二二一，熊

宁四年2月费已条，第 5375 ]楚:卷二工八，黯宁照年十二R 甲审、甲辰条，第 5542 、 5544 茧 p巷二工丸，熙宁五年正丹

丁菌条，第 5569-5570 页 z卷二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己亥条，第部64 页.按蓝元麓的上旬张辛苦水在黑宁四年三丹，已

为宣政使、赣州{陈锦井脏，今回JII 腾出地区仁寿丢}团筋、便，同年十一月再如领嘉州黠翻使.大概是补石金彬的缺@

至于王安石拜箱，接宋代宰相对南臣之升迁有发言权，例如在黯宁五年正月，王安石便对内侍押班李若愚鹅职事，有

决定性的意见.设若蓝元麓与王安石果有往来，当会键就他的升迁. 

ø 	 (宋会要巍稿》积宫三Z十六之芝，十丸. 

⑤ 	《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lfI审条，第 5765 页. 
@ 	 (长编 E卷二一，黑宁五年二三月辛.Ð.条，第邱18 页 z卷工王八，照宁五年九月吕西条，第 5793 英 z卷工三丸，熙宁五年

十R 甲旅条，第 5822 页;(宋会赛蟹摘去食费四之二十丸.考在间年2月，如京使内侍押班那德谣迂内待右舷黯都知@
王安石亲自过街邓的撞升，正以)QS挥班巳七年，已越过i日制押班主五年即迂藏i部知之斜，而呈入内内侍省商员器人，内
侍省并先定员，放他同意邓之撞到神来又i鸿章王安石约意见，提痛阁制，任挥班五年即可迂黯都知，不另 SL条鸽，后

来蓝元麓即受赢得到升迁. 

⑤ 	《长编 )4昏二四O.黑宁五年十一月戎辰条，第 5837 页. 

⑥ 	《长编 3卷二四六，黑宁六年七~了米条.第 5977 粟必宋史盖卷四六人《宦者传三·苏幸/J涉)，第 136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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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元震大概以年老，在照宁六年以后，没有再出使或任其他宫外的职务。这时内臣的明

吕之晨，就是北宋内臣中极有武干的李宪。在熙宁七年(1075) 五月，因平木缸之战功，李宪

即自入内棋奉宫超授寄昭宣使、嘉#1防御使。到熙宁八年(1076)五月，商人内尉都知张若水

久椅，禅宗就将李宪超攫为人内押班，赏他在挑西的战功①。那是世有战功的内臣所不能比

般的结升。六丹，张若水以疾罢入内剧都知，稍后三朝元老的韩琦弈去世e 与他们!可擎的蓝

元麓，亦步入暮年ee

照宁九年六月，蓝元麓的搭档蜜政使张若本卒，丽一向钱附王安石的内臣程肪(? 

1076)也在两年八丹离世。至于王安石本人也在同年十月，因种种压力及打击请罢相挟准飞

蓝元麓也在E个月后离t址。蓝元震对宋延最后一次的贡献，是在熙宁十年(077)二月二十

七日，当禁中仙韶院起火时，蓝元麓即与苏和j涉奋身救火，火赖以救媳，神宗菌诏褒奖他们工

人以及景福殿镜、人内都知张茂期，各嘱袭衣金带@。

蓝元震灭火有功，但不及一月，便于同年二月初四卒，他最高的官位是皇城使、人内内待

省副都知、忠奸i防悔便。宋路对他的评语是"检身清惨，奉上勤谨，十年左右，始终不渝"故

此在同年四丹优赠他镇海军〈即背州，今山东青州市〉节度观察留后。他有养子五人，但并不

畜阉子。以此之故，蓝民商臣家族在他之后再没有传人@。他得年多少，也是史所不载。倘

他在熙宁元年任内待押班时五十岁，他卒年~六十岁左右。相比乃兄蓝元用，其官位相若;

不过，他在仁宗朝首上崩党之论，到神宗朝，又被指与王安石勾结，前后二事均牵涉文臣之党

争，加上司马光《楝水记闻》笔录了他所口述的九则重要宋初掌故，是故他的名字较乃兄为人

所知。至于他在什么年月布什么环境下，将那九则掌故告诉司马光，可惜司马光没有加以i己

述。宋廷在徽宗(1082--1135 ， 1100…1125 在位〉及离京时先后两度将他列为其子排可以录

用的勋臣之一，以他一员内臣而论，可算是…特例@。 

CD 在长编E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庚子、lfI辰条，第创89 、 6192 页 z卷二六四，黯宁八年五丹阳戎条，第 6465 贺 z卷二七

三，熊宁九年月庚辰条，第&695 页 s卷工七丸，熙宁九年十一月费菌条，第 6822 页.另一员胃升的内臣，是同有战

功的军中正.他也在是另撞领嘉州团练使.势j熙宁丸年三月，他与另…内臣高居衙并攫为内侍押囊，并勾当皇城词，

要u童年十一月，他J!ljl-;;在州蜜之功报为黯宽使、内侍黯都知.

②《长编》卷二六豆，熙宁八年六月乙卵、rt午条，第 6516-6517 页. 

@ <<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丸年六月费5条，第 6747 页，~路二七七，熙宁九年八月商贸条，第 6782 页 z卷二七八，熙宁九年

十月内午条，第础。3…6804 真. 

③ 《宋交 )4昏因六七《宦者传二·蓝元震).第 13634 页;卷屈六八《宦者传三·苏和i涉).第 13654 页，(长编 E卷;二八O.黯

宁十年二月 rtftl 条，第 6874 英. 

@ 	考地位比蓝元震稍高，时任2重庆使、康州防御使、内侍右班副部知的另一内臣王守规，亦子熙宁十年王丹前滋撞.参

克《宋会要辘稿》仪第g十二之四必长编E卷工八一，熙宁宁年王丹甲寅条，第锦81 页，<<宋史 E卷四六七f宦着传二·蓝

咒震、王守规罢，第 13634 、 13638 页. 

@ 	 李心传(116←1243)咱炎话来系年要录》卷六七，结兴主年七R 丁卵条，影印文榻阁1m库全书本.lIt 6 上r. 考离宗

在绍兴三年(1133)七月丁如下诏，录用太祖、太霖、真宗、仁宗、英宗和神宗以来六朝勋臣，指4!í由曹彬(931-999)主

革元振二三百二十人子孙. <<赛录》叉附载，早在徽宗毅和三年(113) ，巳下诏录用之功臣子弟，增加范屡<911…964)烹

蓝骂振一百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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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蓝元麓与历代不少受帝后宠信的内应一样，每朝眨往来之余，还介入他们的党争e 他在

仁京至神来朝，为人所触目的事，其一为夏辣等出头，以结朋党的罪名攻击范仲淹为首的革

新派廷fi!;其二则为反对新法的起臣指控，他与另一内臣张若水接受王安石的蹋赂，商为王

安石撞动的膏黯法作出对王有利的报告。另外，位与司马光往来同时，又将摞出其父蓝继来

的九黯宋初政治掌故告诉司马光，成为《辣水记阁》其中之史源。因史料之相对不足，我们对

蓝元震生平事迹的认识，仍相对她有限，特别他的内心挝界，恤对宋延文臣的真正看法。监

元震官至入内副都知，以他所处的特别位置，本来能耳闻自睹的宋延内外秘闻轶事应相当

多，教人惊惰的是，他透过司马光所传述的，只是其父所耳闻自睹的前代事，而她并没有将他

自身经药的事，以任何方式传述下来。他给人负面的印象，当是出于宋廷文距的手笔。事实

上，从有限的材料所显示，蓝元震和倍的父兄一样，其实是有多样的才子，故受到帝后的信

任，最后得到宋路不俗的评份，以至到了南宋初年，结还敬列为后代当受封荫之臣僚。

宋代的内臣类型甚多，若程略蜡以文武区分，蓝元震属于"文富"他一生并没有参旗军

族，没有出使外国，虽然…度扭任群牧都监，勉强与马政有…点关系，但事迹不详。他与文应

关系密切，与武臣则似乎没有往来。曾有台湾学者·认为宋拐君主与士大夫对内臣角色是"以

黯为将吻，似乎未有检视好像蔬元震父子这样从来不曾为"将"的内臣个案。宋代内臣可以

探讨的课题相当不少，有代表性的内臣个案研究也许会给我们新的发现e 

2007 年 4 月 30 日

〈香港理工大学) 

① 参榜立言t以揭为将 z宋挠君主与士大夫对震官角色的认定呈，原和~<<大陆杂志》第 91 1赞第 3 期 .1995 年 9 月:庭收入宋

史座谈会主编《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六辑，台在"自立"编译馆.1997 年，第 249吼一306 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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