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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的赙赠明显被误读

潘德富

（三穗县农业局，贵州省三穗县，556500）

摘要：杨业是北宋的名将，上个世纪以来史学界有关他的研究专著、文章不少。这些专著和文章还涉及到

他的赙赠时都认为，雍熙三年(986 年)北伐殉国后，他先是受到了陷害，朝廷赐赠给他家的赙赠少于了规

定标准。那么事实真相又如何呢?本文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就此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与方家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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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北宋云州观察使杨业的赙赠，当代的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他雍熙三年(986年)

北伐阵殁后先是受到了陷害，《宋会要》记载，朝廷赐给的赙赠仅“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

比同书的观察使规定标准少得多，也低于同时阵亡的刺史贺怀浦。是其妻折太君为之申冤后，

才改赐“布帛千疋、粟千硕”，并赠官衔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的。

那么，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1、杨业的赙赠实际比规定标准还多特恩加赐

众所周知，《宋会要》原本早已佚失，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是《宋会要辑稿》（下简称

《辑稿》），是由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 》中辑录出来的《宋会要》复文。

翻开《辑稿》第三十四册礼四十四，它有“赙赠”、“赙赠杂录”两个标目。《赙赠》

中又有子目“特恩加赐者”
〔1〕

。

《赙赠》编位“礼四十四”之首，其首页天头原批“凶礼”，首行在原标题“宋会要”

下补书标目“赙赠”。编首开宗明义：宋朝“凡近臣及带职事官薨卒，非诏葬者，如有丧讣

及迁葬，皆赐赙赠”〔2〕。编中记载，宋代的赙赠定额标准有旧式和熙宁七年(1074 年)之后

的新式；旧式“观察使卒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疋，酒五十瓶，羊五十口。新式同留后”〔3〕。

该篇在详细记录了宰相、节度使、观察使等各不同级别官员及其亲属死亡或迁葬的新、

旧赙赠定额标准之后，又在子目“特恩加赐者”里，按时间先后载录了建隆二年（961 年）

到乾道九年(1173 年)213 年间获得特恩加赐的人员名单及其职务，并小写注明加赐时间、原

因和钱、物数量。

从“特恩加赐者”的名单看，建隆二年（961 年）到雍熙三年（986 年）26 年里共有 14

人。“云州观察使杨业”位居十二，其下小写“雍熙三年八月，北征阵殁，赐绢、布各百疋，

粟一十石”
〔4〕

。贺怀浦名列十三，潘美、曹彬等诸多文武大臣不在其列。

不难看出，被史学界认定为杨业、贺怀浦阵殁后的“赙赠”实际是特恩加赐。

所谓“特恩加赐”，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特殊恩典在规定之外，对有赙赠之礼的人给予另

行加赐或对无赙赠之礼的人给予破例赏赐。同子目“特恩加赐者”下的步军都虞候贾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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赙外”赐绢七百疋〔5〕、龙图阁待制卢航“赙赠外特赐钱三百贯”〔6〕、致仕官朱昂“无赙赠

之例”帝特令“就赐赙赠”〔7〕等表明了这一事实。

宰相赵普在《辑稿》“特恩加赐者”的记载是“赐其家绢、布各五百疋，米、面各五百

石”
〔8〕
。既没有说是常赙外加赐，且所赐钱物数量也比同书旧式赙赠标准“宰相薨钱五百贯、

绢五百疋、法洒五十瓶，秉烛、小烛各五十条、湿香三斤”
〔9〕

少了钱、法洒等。而他淳化三

年（992 年）七月去世时，宋太宗亲临其丧，赙服举哀，并亲自书写《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神道碑》中清楚说的是“吊祭、赗赠之数并给加等，以尽君臣之礼”
〔10〕

。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之母绍兴六年四月(公元 1136 年)去世，《辑稿》“特恩加赐

者”记载为“岳飞四月，以母亡赠银、绢一千疋两”
〔11〕

。而岳飞之孙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

国金佗续编校注》中表述为：夏四月岳飞母周国夫人姚氏薨“赙赠常典外，加赐银、绢千

匹、两”〔12〕。

《辑稿·赙赠杂录》又载：乾德三年(公元 965 年) “诏诸军校疾殁者，比各赐物”
〔13〕

，

熙宁七年（1074 年）颁新式诏“官与职各该赙赠者，从多给”
〔14〕

。

由上可以推断，杨业的一条虽没有“常赙外”、“常典外”加赐的表述，但他生前任的观

察使有具体的赙赠标准，因而他特恩加赐的钱物就是赙赠定额外的另行加赐。

由此，杨业阵殁后的实际赙赠不是比规定标准少得多，而是比规定标准多了特恩加赐。

2、剌史贺怀浦特恩加赐高于观察使杨业是其身份特殊之故

从《宋史·诸臣丧葬等仪》“赙赠”条的“其特恩加赐者，各以轻重为隆杀焉”
〔15〕

可

知：特恩加赐的，都根据帝王施恩轻重而有所不同。施恩的轻重，体现了皇帝个人感情、愿

望和与死者间的关系。由于是圣恩，赏赐钱物的种类、数量也就不受职务、品级限制，也没

有固定性。

贺怀浦是宋太祖贺皇后的兄长，这种特殊身份就是杨业职务比他高特恩加赐反而少的根

本原因。明显以这样的结果断定杨业阵殁后受到了陷害只是猜测罢了。

3、赙赠上得到特恩加赐的杨业赠官自在情理之中

《宋史·诸臣丧葬等仪》告诉我们：赠官、赙赠都是宋代官员丧葬礼仪的重要内容
〔16〕

。

《宋史》列传中，赙赠上没有特恩加赐也得到赠官的屡见不鲜。宋初 26 年赙赠上特恩加赐

的 14 人中就有杨业，他既然获得了诸多文武大臣所没有的待遇，其赠官自在情理之中。

显然，折太君“为之申冤”杨业才得予赠官的说法不足为信，况且《宋史·杨业传》也

说的是杨业死帝闻之痛惜甚“俄下诏”
〔17〕

的。

4、杨业赠官时所赏赐的钱物不属赙赠范畴

杨业殉国后的赠官和厚赐钱物出自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八月辛亥的《杨业赠太尉

大同军节度使制》。

诏书说：云州观察使杨业“自升环卫，甚着忠劳，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独

以孤军，陷于强敌……是用举兹徽典，旌此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可赠太尉大同军节

度使，赐布帛千疋粟千硕”
〔18〕

。

“是用举兹徽典，旌此遗忠”的大意是：我们所以用这盛美的典礼，表彰他后世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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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杨业赠官时赏赐的钱物，是宋太宗从经济上对他“自升环卫，甚着忠劳”

和“独以孤军，陷于强敌”忠烈行为的表扬并嘉奖。

宋代对于将士捐躯疆场或殁于王事的给予表彰奖励的例子很多。如：

《辑稿·兵一八·军赏》：元丰七年（1084 年）七月，夏州之战后，赏有功人员，诏

“李浦迁一官，赵守忠、李思古已死迁官恩赏，每资赐绢五十。赵守忠百五十、李师古五十，

给其家”〔19〕。

皇佑四年 (1052)八月，齐州团练使张忠战殁，赙赠上特恩加赐“赐其家白金四百两，

绢四百疋，布二百疋，钱二百贯”〔20〕
；又“录其父率府副率致仕余庆为左监门卫大将军。

赐第一区，给半俸终其身”〔21〕。

魏胜隆兴二年（1164 年）十一月战死，赙赠特恩加赐“银、绢一千疋两”
〔22〕

，又“诏

魏胜已降旨挥赠官赐赉，赐谥立庙，厚恤其家，可更赐田十顷、宅一区”
〔23〕

。

赙赠是赠给死者家属钱财以帮助办理丧事，或以示慰问。

表彰奖励是是对死者生舍生忘死英勇行为和视死如归高尚气节的肯定，目的在于以此激励

人们的爱国忠君的激情。

比较可知，表彰嘉奖杨业的钱物、恩赏赵守忠和李师古两家的绢、赐给张忠之父的第与

俸、魏胜的赐赉和恤其家的田宅，都不属送钱物帮助办理丧事的赙赠范畴，且《辑稿》也没

有将它们列入赙赠的“特恩加赐”。

由此，将杨业赠官时表彰嘉奖的钱物当作改赐的赙赠既有悖诏文愿意，也不符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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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Ye's FuZeng is obviously misread

Pan defu
(Sansui County Agricultural Bureau, Sansui / Guizhou , 556500)

Abstract：Yang Ye is a famous gener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ince the last century, historians
have written a lot about his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When thesemonographs and articles were about
his FuZeng, they said,In 986 (three years of yongxi)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o the country, he was
framed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government gave his family FuZeng less than specified standards.So
what about the truth?Based on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ersonal opinions on
this issue and discusses wit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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