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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百家姓
天下袁氏出太康。西汉时，袁姓人开始在官场上显现，地位显赫，成为阳夏当地的一大望族。秦朝把

原陈国设为陈郡，阳夏是陈郡下辖的一个县，所以袁氏族人以陈郡作为郡望，是为陈郡袁氏。
陈郡袁氏家世显赫，但其代表人物都崇尚清虚，克己奉公，不敛私财，没有什么大的雄心，没有过多地

搀和各种政治势力斗争，与其他大家族没有产生冲突，使得从袁滂开始，家族成员连续13代能在各大朝

代中出任重要职务，一直延续到唐朝，活跃政坛近600年。后世袁氏，主要出自陈郡袁氏。
东汉时，从陈郡迁居到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县）的袁氏族人发展为当地一大望族。汝南袁氏，

以“四世三公”留名史册。历代汝南袁氏封爵的有6人，各种史志收编的汝南袁氏名人有20多个。汝南袁
氏是一门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世传孟氏《易》学，“门生故吏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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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的
汉朝杨氏家族

汉朝袁姓：陈郡和汝南家族最显赫
袁生献策，帮助刘邦战胜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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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服务读者，丰富内容，
“四川百家姓”设置了多个栏目：“我
的姓氏”，“名门望族”，“地标宅院”，

“蜀中人物”，“寻根者”，“宗祠会
馆”，“文物与姓氏文化”，“姓氏文化
大讲堂”，“移民故事”等。欢迎读者
为以上栏目提供线索或投稿，请拨
打华西都市报热线028-96111，或
发送邮件到huaxifukan@qq.com。

截至目前，我们已详细报道了
王、（铁改）余、萧、潘、傅、刘、孔、廖、
邓、李、易、冯、白、罗、贺、谢、滕、方、
吴、汪、杨、郑、唐、周、曾、巫、蒋、岳、
张、徐、文、颜、许、赵、秦、黄、彭、蒲、
梁、向、陈、万姓等，正在报道袁姓。

读者如想查看此前的报道，可
通过订阅微信公众号“四川百家姓”
（scbaijiaxing）获取。因报纸版面容
量有限，微信上推送的文章比报纸
文章更详尽、更丰富。

读者要想获取某个姓氏的文
章，只需发送姓氏即可。如想查看

“王姓”的相
关文章，只
需向公众号
发 送“ 王 ”
（不含引号）
即可。

汉初袁盎，无双国士直言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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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百家姓

提起新都杨氏家族，我们自然会
想起明朝赫赫有名的以首辅杨廷和
和儿子状元杨升庵为代表的杨氏家
族。但很少人知道，新都还有一个以
杨统、杨厚为代表的汉朝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第一人杨仲续

汉朝杨氏家族第一人，是出自河
东的杨仲续。

河东，泛指黄河以东、今山西一
带，杨姓就发源于河东。秦汉时，杨
氏族人开始入川，大多由湖北、陕西
迁入。杨仲续就是这时来的四川。

西汉后期，杨仲续到山西祁县当
县令，深孚众望。《祁县志》记载他“为
祁令、甚有德，民为立祠”。老百姓为
他修祠堂，可见为官水平。

他任期满后，不知怎么到了成
都，喜欢上了这里的淳厚民风，没回
河东老家，定居在了新都县。可见，
那时的成都，就是一个“来了就不想
走的城市”。

杨仲续是一个方术大家，对《尚
书》翻得滚瓜烂熟，特别精通谶纬
学。谶纬学是汉朝《易》学的一大流
派，是西汉以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
天人合一思维方法的极端表达方式，
其核心是神话王权，是东汉前期政治
思想的主流，甚至汉光武帝刘秀自身
就是谶纬大家。

谶纬学也包含了释经、天文、历
法、神灵、地理、史事、文字等各个方
面的内容，跨自然科学和社会两大门
类，不完全同于现代算命先生掐算吉
凶、预测未来的所谓门道。

方士众多，是新都文化初起时一
个非常令人奇怪的现象。

当时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谶
纬学非常兴盛，在全国很有名气。这
可能与先秦时巴蜀的宗教信仰和鬼
神崇拜盛行，贯穿于巴蜀文化各方面
有关。

《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有多个巴
蜀方士，新都最多。首屈一指的，当
然是这个杨氏家族中的杨春卿、杨
统、杨厚，东汉时在蜀地还形成了一
个以新都所属广汉郡为中心的研究
谶纬学的学者群。

杨统被任命为“国三老”

杨仲续的孙子杨春卿，接过爷爷
的旗帜，发扬家学，但他留名史册却
是因为忠义。东汉初年，公孙述在成
都称帝，杨春卿为其效力。刘秀平定
成都，杨春卿为表示对公孙述政权的
忠诚，自杀了。

杨春卿死前留下遗嘱：“吾绨袠
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
修之。”叫儿子杨统好好研究家传阴
阳学说。

杨统不负老爸的嘱托，潜心钻
研，终于成为精通谶纬学的名家。杨
统后来升任侍中、光禄大夫，活到了
90岁。在皇帝任命他为“国三老”后，
杨统的社会地位达到了顶巅。

“三老”是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
制度，分为县、乡“三老”和郡、国“三
老”。“三老”作为民间精神领袖，上可
代表民意上书言事，发表政治意见，
下可掌管教化，维护地方稳定。

杨统退休后成为“国三老”，代表
的是皇权对他的品德和学识的高度
认可。

杨厚最为厉害又有气节

杨统的大儿子杨博，字伯达，后
来也做了光禄大夫。

杨统的二儿子杨厚，字仲桓，比
老爸还要厉害。每当有灾害变化发
生，他都能事先推算预知，并得到应
验。永建4年（129），杨厚上书说：“今
夏必有大旱，当有疾疫蝗虫之灾害。”
这一年，果然六州蝗害大作，疫气流
行，大家认为他是神人。

如果完全是掐算，那当然是蒙
人，但预知灾害，是因为杨厚对自然
知识有高于常人的了解。

杨厚在阐释自然现象时，往往借
此建言政事。永初2年（l08），太白星
位置发生变化，并入北斗星行列，洛
阳发大水，久久不退。此时，杨统在
朝中任侍中，杨厚随父住在京师。

朝廷针对这一奇异的天象和洛
阳发大水走访杨统，杨统说自己年纪
大了，耳聋眼花，不好再预卜此事，推
荐儿子杨厚。杨统说，杨厚已初通河
图书，如果让他来解释这个问题，也
许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朝廷派人问杨厚，杨厚说：“这是
因为王子们都挤在京师，而京师官职
的数量、品级容纳有限。应发遣诸王
各回本国，这种现象自然会消除。”

朝廷听从了杨厚的建议，太白星
很快归位，洛阳大水也恰好在杨厚预
卜的时间内退去。为此，杨厚被任命
为中郎官。

杨厚是一个比较有气节的人。
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权倾朝野，非
常看重杨厚，曾派人以车马珍玩相
赠，希望见面。但杨厚不买账，托病
请求回故乡养病。皇帝答应，赏赐车
马钱帛，让他归乡专心钻研学问、教
授门徒。

当 时 到 杨 厚 家 求 学 的 弟 子 达
3000多人。杨厚82岁在家中去世，乡
人称他为“文父”，弟子为他立庙，后
世文人学士常去祭祀。 王亮

从年龄上说，袁绍比袁术大，
是哥哥。但袁术是正室所生，所
以袁术是嫡长子，袁绍是庶出
子。袁术和袁绍闹翻后，袁术到
处写信辱骂袁绍“出身低贱”。

袁绍长得英俊威武，很得袁
逢、袁隗喜爱。不到 20 岁，袁绍
出任濮阳县县长（古代大县为令，
小县为长，即长史），以清正能干
出名。不久，袁绍因母亲病故服
丧，又补服父丧，前后共6年。此
后，袁绍拒绝朝廷辟召，隐居在洛
阳。

袁绍自称隐居，其实在暗中
结交侠义之士，其中包括张邈、曹
操、许攸等人，结成了一个以反宦
官专政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袁绍
的活动引起宦官注意，中常侍赵
忠警告说：“不应朝廷辟召，专养
亡命徒，他想干什么？”袁隗听到
风声后，斥责袁绍说：“你个死娃
娃，想破灭我们袁家啊？”但袁绍
依然不为所动。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
发后，袁绍应何进辟召，结成同
盟，共同致力于反专权的宦官。
中平5年（188），朝廷另组西园新
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
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

第二年，汉灵帝驾崩，何皇后
生的刘辩被立帝，何皇后以皇太
后身份临朝称制，袁隗与何进辅
政，袁绍被任命为司隶校尉。

宦官集团谋划诛杀何进。袁
绍极力主张先下手为强，但何太
后不同意，何进也没有决断。袁
绍只得献策说，调集外地兵力，对
太后进行兵谏。何进下令并州牧
董卓带军进京。

宦官们走投无路，斩杀何
进。袁术等人攻打宫城，袁绍与
袁隗佯称奉诏，捕杀宦官，不论老
幼，杀了 2000 多人，有些不长胡
须的人也被当成宦官杀掉了。

董卓进京，想立年幼的刘协
为帝，袁绍与董卓闹崩，逃往冀
州。董卓为稳住袁绍，任命他为
勃海郡太守，赐爵邟乡侯。

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
兵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
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在山东起兵，
统率十八路（一说十三路）诸侯讨
伐董卓。董卓得知后，把袁隗以
及在京师的袁氏家族全部杀死。

讨伐董卓不了了之后，袁绍
夺取冀州牧韩馥的地盘，自任冀
州牧，又夺得青州、并州。建安4
年（199），袁绍消灭幽州牧公孙
瓒，据有四州，领兵数十万，成为
当时势力最强的军阀。

不久，袁绍被册封为大将军、
太尉，总督冀州、幽州、并州、青
州，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实际统
治者。

建安4年（199）初，袁绍和曹
操决战于官渡。袁绍大败，与大
儿子袁谭败回河北。建安 7 年
（202）夏天，袁绍病死。族人把袁
绍的尸体运回家乡袁老村埋葬。

袁绍死后，他的儿子袁谭、袁
尚为争权相互打来打去，被曹操
各个击破。袁谭被杀，袁尚与二
哥袁熙逃亡辽西郡乌丸部族。曹
操北定乌丸，袁尚、袁熙败走辽东
郡，被公孙康所杀。

袁术、袁绍两人先后兵败身
亡，汝南袁氏家族近乎覆灭。

华西都市报记者 黄勇

《殴阳修全集》中，有一篇《汉故
国三老袁君碑》的碑文拓本。碑主人
袁良卒于永建 6 年（131）二月，立碑
时间在阳嘉 2 年（133）。北宋嘉祐 8
年（1063），欧阳修将碑文收入《集古
录》中。这是至今为止，查到的最早
有关袁氏的族传记录。

碑文中提到的袁生、袁干、袁良
等，他们在西汉和东汉中功勋卓著，
位列高官。

袁生为刘邦效力，谋略家。楚汉
战争期间，刘邦从荥阳（今河南荥阳
市）逃出，进入关中整顿军队后，想再
次东进攻打项羽。

这时，袁生献策，建议汉军改变

出击方向，从武关出兵，吸引楚军主
力南下，到时汉军坚守不战，拖住楚
军；同时，派韩信去安抚赵国，联合燕
国、齐国，使楚国在北方有所顾忌。
如此一来，楚军要应付多方，兵力必
然分散，汉军可灵活机动打击楚军。

刘邦采纳了袁生的建议。袁生
的策略，使汉军对抗楚军的战略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对汉军最终战胜楚军
起到了重要作用。

袁生在刘邦建立政权后，功成身
退。他回到祖籍地阳夏,重振家门。
他的曾孙袁干在汉武帝时因战功被
封为关内侯，世袭三世，因王莽篡权
而爵止。陈郡袁氏，逐渐兴旺起来。

西汉初年，袁姓人中出了一个著
名的“无双国士”袁盎。吕后时期，袁
盎曾当过吕后侄子吕禄的家臣。汉
文帝即位后，袁盎在朝做官的哥哥袁
哙，保举他做了中郎官。

周勃担任丞相后，汉文帝对他非
常恭敬。袁盎对汉文帝说：“丞相傲
慢，陛下谦让，君主关系搞反了，都违
背了礼节。我认为啊，您不该对丞相
采取这样的态度。”

汉文帝听进了袁盎的话。周勃
对袁盎说：“我和你哥哥袁哙有交情，
你小子却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坏话！”

后来，周勃被免掉丞相职位，有
人告发周勃谋反，周勃被抓。朝中一
干大臣公侯，都不敢替周勃说话，只
有袁盎站出来说周勃无罪。周勃能
被释放，多亏了袁盎。周勃非常感
动，与袁盎成了好朋友。

因袁盎老是直言相谏，惹得汉文
帝心头不舒服，把他调出京城做官。
最初，袁盎出任陇西郡都尉（相当于
如今省级军区司令员），他对士兵们
仁慈友爱，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命。

不久，袁盎先后调任齐国、吴国
为相。袁盎的侄子袁种提醒他说：

“吴王刘濞有反心，您千万要多加小
心。您啊，每天就只管喝酒，别的事

情啥都别管。”袁盎听从了袁种的话，
刘濞对他很是厚待，并未加害。

袁盎干了一段时间后，告老还
乡。汉文帝去世，汉景帝继位，晁错
当上御史大夫。袁盎与晁错关系向
来很僵，派人调查袁盎，说袁盎收受
了刘濞的钱财。汉景帝赦免袁盎为
平民。

晁错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
中央集权。刘濞联合刘姓诸侯王，以

“杀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
晁错打算趁机再整治一把袁盎。袁
盎得知消息后，请求面见汉景帝。

袁盎说，诸侯王叛乱的目的，是
想要恢复原来的封地。只要杀了晁
错，赦免他们的罪行，恢复原来的封
地，就可消除叛乱。汉景帝于是杀了
晁错，封窦婴为大将军，袁盎为太常
（掌管宗庙礼仪的官职）。

“七王之乱”平定后，袁盎被任命
为楚相。不久，袁盎因病辞官，闲居
在家。汉景帝想立小儿子梁王刘武
为储君，袁盎劝谏说要不得。梁王因
此怨恨袁盎，派人刺杀了袁盎。

袁盎以直言劝谏的形式，和陆
贾、贾谊等一起奠定了汉初儒家治国
的理念，成为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
六经”的先声。

接下来说汝南袁氏。袁良的大
儿子袁昌从陈郡阳夏县迁居到汝南
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县袁老乡袁老
村），形成著名的汝南袁氏。东汉时，
汝南袁氏远比陈郡袁氏有名得多。

袁昌的儿子袁安，自幼继承祖父
袁良的学问，为人庄重、有威信。袁
安没做官时，客居洛阳。一年冬天，
洛阳下大雪，别人都把家门口的雪扫
掉，然后外出找吃的。

洛阳县令冒雪巡视，走到袁安住
的房子前，看到门前积雪如故，以为
袁安遭冻饿死了。县令赶紧叫人进
屋察看，发现袁安蜷缩在床上，冻得
发抖。县令很奇怪，问他为何不出去
求助亲戚朋友。

袁安说，这么大的雪，大家的日
子都不好过，怎么好意思去打扰别人
呢？还不如待在家里好了。袁安这
种宁可困寒而死也不愿乞求他人的
气节，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县
令大为感动，推荐袁安为孝廉，袁安
由此走上仕途。

袁安的这个故事，有很多个名
字，如袁安困雪、袁安高卧、僵卧袁
安、冻卧袁安、洛阳高卧、穷檐高卧、
闭门高卧等。袁安的这种文人气节，
也受到后世赞扬。他的后人中，有的
以袁安这个故事，把堂号取名为卧雪
堂。卧雪堂，被称为袁氏第一门。

袁安先后出任阴平县和任城县
令。永平 12 年（70），楚王刘英谋反
案交给楚郡核实。第二年，朝廷三府
（太尉、司空、司徒）在选择办案官员
时，认为袁安能处理复杂的案件，推

荐袁安去办理此案，汉明帝任命袁安
为楚郡太守。

受刘英牵连被关押的有几千人，
其中不少是被严刑逼供的。袁安到
郡里后，第一时间没去衙门，而是到
了监狱。他把那些没有明显证据的
人员一一审问清楚后，让他们出狱。

袁安把案件审理清楚后，上报给
汉明帝。汉明帝同意袁安的请求，释
放了400多家人。

永平 14 年（72），袁安出任河南
尹（相当于首都市长）。他在职 10
年，政令严明，政纪整饬，名声远扬，
深得朝廷重视。此后，袁安相继出任
太仆、司空、司徒。

章和 2 年（88），汉和帝刘肇即
位。因刘肇年幼，由窦太后临朝听
政。窦太后的兄长、车骑将军窦宪专
权朝政。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
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
为，遭到窦氏家族的忌恨。

永元 4 年（92），袁安去世，群臣
都感到非常痛惜。因袁安守正不屈，
他的后裔中有的以“守正”为堂号，是
为袁氏守正堂。

窦氏垮台，汉和帝任命袁安的大
儿子袁赏为郎官，后任车骑都尉。袁
赏的儿子袁著，在汉桓帝时出任郎中
一职。因看不惯外戚、大将军梁冀，
被梁冀活活打死。袁著的数十名好
友，也相继惨遭杀害。

袁安的三儿子袁敞，因父亲的缘
故，出任太子舍人。汉和帝时，袁敞
历任将军、大夫、侍中、东郡太守、太
仆、光禄勋、司空等。

在西汉和东汉之交，陈郡袁氏中
的袁良，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汉故国
三老袁君碑》的人物，为东汉政权的
建立立下了功勋。袁良的两个儿子
袁昌与袁璋，分别缔造了汝南袁氏和
陈郡袁氏两大宗支脉系。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袁
璋。袁璋从陈郡阳夏县迁居到扶乐
县（县治在今河南太康县西北)。他
的儿子袁滂历任大司农、司徒，位居
高官，一生清心寡欲，从不说他人的
是非，采取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对
哪方都不得罪，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
意见，使得他一直平安无事。

袁滂的儿子袁涣，最初在陈郡任
功曹，后来被举荐为谯县县令，但没
去上任。刘备任豫州牧时，曾推荐袁
涣为秀才。

东汉末年，战乱不已，袁涣避难
于江淮一带，在袁术手下做事。吕布

攻打袁术时，袁涣被抓住。吕布想让
袁涣写信骂刘备，袁涣不答应，吕布
只得作罢。

建安 3 年（198），吕布被曹操诛
杀，袁涣跟随曹操。袁涣劝说曹操要
用仁义的思想去感化他人，而不是凭
借武器去屈服人。曹操招募百姓去
开垦荒地，百姓都不愿意。袁涣说，
应顺着百姓的心意，愿意去的就去，
不愿意去的不应勉强。曹操采纳了
袁涣的意见，百姓们非常高兴。

建安18年（213），袁涣出任郎中
令，行使御史大夫职权。袁涣对曹操
建议说，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
途径。当时有人传说刘备死了，大家
都表示庆贺。袁涣因曾被刘备举荐，
只有他不去庆贺。几年后，袁涣去
世，曹操为此伤心流泪。

相比汝南袁氏，陈郡袁氏在东汉
这一时期世系上似乎有所断代。

袁安的二儿子袁京，潜心研
究《易经》，曾写有 16 万字的《难
记》，是东汉研究易经有成就的名
士之一。袁京最初出任郎中，后
升迁为侍中，外调任蜀郡（今四
川）太守。

不过，袁京对官场一向没多
大兴趣，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隐
姓埋名，苦身修行，做个普通人。
他辞掉官职，辞别父母，抛下妻
小，四处云游。

一天，他走到今江西宜春市
袁州区境内，高兴地说：“此乃吾
所栖也。”他在山上搭建茅庐，过
着农耕生活。朝廷请他做官，他
坚辞不去。几年后，袁京病逝。
袁京是继东汉大隐士严子陵后，
第二位最具影响力的山中高士。

袁京去世后，人们感念他的
高风亮节，把他居住的地方叫做
大袁山、小袁山，把当地的郡名改
为袁州。袁京墓地如今在宜春市
袁州区的袁山公园，每年清明，附
近地区很多袁姓族人都会去给他
扫墓。

袁京的大儿子袁彭，历任广
汉郡（今广汉市）、南阳郡太守、光
禄勋、议郎等。袁彭为官清正，穿
着俭朴，粗茶淡饭。袁彭的儿子
袁贺，官至彭城国相。袁贺的二
儿子袁忠，为人正直，与同郡的范
滂是好朋友。

延熹2年（159），汉桓帝诛杀
了梁冀，立了大功的 5 个宦官同
日封侯，人称“五侯”。五侯得势

后，愈加专横残暴，袁忠与范滂、
李膺等人不畏强权，与宦官进行
斗争。

初平年间，袁忠出任沛相。
天下大乱后，袁忠弃官客居会稽
郡上虞县（今浙江绍兴市上虞
区）。孙策攻破会稽后，袁忠等人
乘船避往交阯郡（今越南红河流
域）。汉献帝迁都许昌，征辟袁忠
为卫尉，但袁忠没到任就去世了。

袁京的二儿子袁汤，汉桓帝
即位时（147）迁任司空，后历任司
徒、太尉等。永兴元年（153），袁
汤因国内出现灾异而被免官。不
久病死，享年86岁。被追封为安
国亭侯，谥号“康”。

袁汤的大儿子袁成，官至左
中郎将（掌管皇家卫队，在将军和
校尉之间的层级）。袁汤的三儿
子袁隗，官至太尉、太傅。董卓专
权后，因袁隗侄子袁绍、袁术兄弟
起兵反对董卓，董卓担心袁隗是
内应，将袁隗全家杀害。

袁汤的二儿子袁逢，以宽厚
笃诚著称。汉灵帝时，袁逢出任
太仆，后任司空、执金吾（统率禁
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职，相当
于首都卫戍司令）。袁逢死后，谥
号“宣父侯”。

袁逢有3个儿子：袁基，承袭
袁逢的爵位，官至太仆；大儿子袁
术以及庶出儿子袁绍。因大哥袁
成没有子嗣，袁逢把袁绍过继给
袁成。袁绍和袁术，在东汉末都
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袁术年轻时是个公子哥儿，
颇有江湖习气。后来，袁术有了
很大改变，被举荐为孝廉，历任河
南尹、虎贲中郎将，进入高官行
列。汉灵帝驾崩后，外戚、大将军
何进掌握朝政大权，极力拉拢袁
术与袁绍。

中平6年（189），十常侍杀死
何进，袁术等人进攻皇宫，十常侍
弃皇宫出逃。董卓进入洛阳后，
为拉拢袁术，想让袁术当后将
军。袁术不愿依附董卓，逃往南
阳郡，与长沙太守孙坚联手，讨伐
董卓。

袁绍想立汉宗室刘虞为帝，
希望得到袁术支持。袁术看到汉
室衰微，不同意袁绍的提议，兄弟
两人因此翻脸。

袁术与公孙瓒、陶谦结盟，与
袁绍争霸。袁绍联合刘表，想南
北钳制袁术。袁术叫孙坚去攻打
刘表，结果孙坚在征讨刘表时战
死。

为消灭袁绍的盟友曹操，袁
术进攻兖州，结果大败。袁术率
部前往九江郡，杀死扬州刺史陈
温，自己当上扬州牧，又兼称徐州
伯。建安2年（197），袁术在九江

郡寿春县（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称
帝，建号仲氏。

袁术称帝后，奢侈荒淫，后宫
妻妾数百人穿着罗绮丽装，食品
应有尽有，而军中士兵却饥寒交
迫。在袁术的腐败统治下，江淮
一带民不聊生，人烟断绝，甚至出
现人吃人的现象。

袁术称帝的行为，遭到各路
势力的强烈反对，受到孙策、吕
布、曹操的叛盟与打击，奔逃到淮
南。建安4年（199），袁术投奔袁
绍的大儿子袁谭。结果，在路上
被曹操派来的刘备、朱灵截住去
路。

袁术只得退往江亭。当时天
气酷热，袁术想喝蜂蜜水，但找不
到蜂蜜。袁术心头郁闷至极，最
后“呕血斗余而死”。

跟随袁术的堂弟袁胤，带着
袁术的棺木和家人及部下，投奔
袁术的老朋友庐江郡太守刘勋。
孙策打败刘勋后，袁术家人被孙
策带往江东。

袁术的儿子袁耀，在东吴官
至郎中。袁术的女儿嫁给孙权为
妃，袁耀的女儿又嫁给孙权的儿
子孙奋。

袁安二儿，袁京曾任蜀郡太守

袁术称帝，遭到各路势力反对

袁绍割据，曾是势力最强军阀

陈郡袁氏，崇尚清虚家世显赫

汝南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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