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资治通鉴  （全二十册）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9612
下载位置=http://book6.5read.com/300-69/diskfg/fg85
/01/!00001.pdg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标点资治通鑑说明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记述略
胡三省新註资治通鑑序
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鑑序
宋神宗资治通鑑序
卷第一 周纪一 起戊寅(前四○三)尽壬子(前三六九)凡三十五年
卷第二 周纪二 起癸丑(前三六八)尽庚子(前三二一)凡四十八年
卷第三 周纪三 起辛丑(前三二○)尽癸亥(前二九八)凡二十三年
卷第四 周纪四 起甲子(前二九七)尽戊子(前二七三)凡二十五年
卷第五 周纪五 起己丑(前二七二)尽乙巳(前二五六)凡十七年
卷第六 秦纪一 起丙午(前二五五)尽癸酉(前二二八)凡二十八年
卷第七 秦纪二 起甲戌(前二二七)尽壬辰(前二○九)凡十九年
卷第八 秦纪三 起癸巳(前二○八)尽甲午(前二○七)凡二年
卷第九 汉纪一 起乙未(前二○六)尽丙申(前二○五)凡二年
卷第十 汉纪二 起丁西(前二○四)尽戊戌(前二○三)凡二年
卷第十一 汉纪三 起己亥(前二○二)尽辛丑(前二○○)凡三年
卷第十二 汉纪四 起壬寅(前一九九)尽癸丑(前一八八)凡十二年
卷第十三 汉纪五 起甲寅(前一八七)尽癸亥(前一七八)凡十年
卷第十四 汉纪六 起甲子(前一七七)尽辛未(前一七○)凡八年
卷第十五 汉纪七 起壬申(前一六九)尽丙戌(前一五五)凡十五年
卷第十六 汉纪八 起丁亥(前一五四)尽庚子(前一四一)凡十四年
卷第十七 汉纪九 起辛丑(前一四○)尽丁未(前一三四)凡七年
卷第十八 汉纪十 起戊中(前一三三)尽丙辰(前一二五)凡九年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起丁巳(前一二四)尽壬戌(前一一九)凡六年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起癸亥(前一一八)尽辛未(前一一○)凡九年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起壬申(前一○九)尽壬午(前九九)凡十一年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起癸未(前九八)尽甲午(前八七)凡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起乙未(前八六)尽丙午(前七五)凡十二年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起丁未(前七四)尽癸丑(前六八)凡七年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起甲寅(前六七)尽己未(前六二)凡六年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起庚申(前六一)尽壬戌(前五九)凡三年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起癸亥(前五八)尽壬申(前四九)凡十年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起癸酉(前四八)尽己卯(前四二)凡七年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起庚辰(前四一)尽戊子(前三三)凡九年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起己丑(前三二)尽戊戌(前二三)凡十年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起己亥(前二二)尽丁未(前一四)凡九年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起戊申(前一三)尽癸丑(前八)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起甲寅(前七)尽乙卯(前六)凡二年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起丙辰(前五)尽戊午(前三)凡三年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起己未(前二)尽壬戌(二)凡四年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起癸亥(三)尽戊辰(八)凡六年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起己巳(九)尽甲戌(一四)凡六年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起乙亥(一五)尽壬午(二二)凡八年
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起癸未(二三)尽甲申(二四)凡二年
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起乙酉(二五)尽丙戌(二六)凡二年
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起丁亥(二七)尽己丑(二九)凡三年
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起庚寅(三○)尽乙未(三五)凡六年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起丙申(三六)尽丙午(四六)凡十一年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起丁未(四七)尽庚申(六○)凡十四年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起辛酉(六一)尽乙亥(七五)凡十五年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起丙子(七六)尽甲申(八四)凡九年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起乙酉(八五)尽辛卯(九一)凡七年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起壬辰(九二)尽乙巳(一○五)凡十四年
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起丙午(一○六)尽乙卯(一一五)凡十年
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起丙辰(一一六)尽甲子(一二四)凡九年
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起乙丑(一二五)尽癸酉(一三三)凡九年
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起甲戌(一三四)尽乙酉(一四五)凡十二年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起丙戌(一四六)尽丙申(一五六)凡十一年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起丁酉(一五七)尽癸卯(一六三)凡七年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起甲辰(一六四)尽丙午(一六六)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起丁未(一六七)尽辛亥(一七一)凡五年
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起壬子(一七二)尽庚申(一八○)凡九年
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起辛酉(一八一)尽丁卯(一八七)凡七年
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起戊辰(一八八)尽庚午(一九○)凡三年
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起辛未(一九一)尽癸酉(一九三)凡三年
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起甲戌(一九四)尽乙亥(一九五)凡二年
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起丙子(一九六)尽戊寅(一九八)凡三年
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起己卯(一九九)尽庚辰(二○○)凡二年
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起辛巳(二○一)尽乙酉(二○五)凡五年
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起丙戌(二○六)尽戊子(二○八)凡三年
卷第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 起己丑(二○九)尽癸巳(二一三)凡五年
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起甲午(二一四)尽丙申(二一六)凡三年
卷第六十八 汉纪六十 起丁酉(二一七)尽己亥(二一九)凡三年
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 起庚子(二二○)尽壬寅(二二二)凡三年
卷第七十 魏纪二 起癸卯(二二三)尽丁未(二二七)凡五年
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 起戊申(二二八)尽庚戌(二三○)凡三年
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 起辛亥(二三一)尽甲寅(二三四)凡四年
卷第七十三 魏纪五 起乙卯(二三五)尽丁巳(二三七)凡三年
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 起戊午(二三八)尽乙丑(二四五)凡八年
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 起丙寅(二四六)尽壬申(二五二)凡七年
卷第七十六 魏纪八 起癸酉(二五三)尽乙亥(二五五)凡三年
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起丙子(二五六)尽辛巳(二六一)凡六年
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起壬午(二六二)尽甲申(二六四)凡三年
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起乙酉(二六五)尽壬辰(二七二)凡八年
卷第八十 晋纪二 起癸巳(二七三)尽己亥(二七九)凡七年
卷第八十一 晋纪三 起庚子(二八○)尽戊申(二八八)凡九年
卷第八十二 晋纪四 起己酉(二八九)尽戊午(二九八)凡十年
卷第八十三 晋纪五 起己未(二九九)尽庚申(三○○)凡二年
卷第八十四 晋纪六 起辛酉(三○一)尽壬戌(三○二)凡二年
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 起癸亥(三○三)尽甲子(三○四)凡二年
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 起乙丑(三○五)尽戊辰(三○八)凡四年
卷第八十七 晋纪九 起己巳(三○九)尽辛未(三一一)凡三年
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起壬申(三一二)尽癸酉(三一三)凡二年
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 起甲戌(三一四)尽丙子(三一六)凡三年
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起丁丑(三一七)尽戊寅(三一八)凡二年
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 起己卯(三一九)尽辛巳(三二一)凡三年
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起壬午(三二二)尽癸未(三二三)凡二年
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起甲申(三二四)尽丁亥(三二七)凡四年
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 起戊子(三二八)尽辛卯(三三一)凡四年
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 起壬辰(三三二)尽丁酉(三三七)凡六年
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 起戊戌(三三八)尽辛丑(三四一)凡四年
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 起壬寅(三四二)尽丁未(三四七)凡六年
卷第九十八 晋纪二十 起戊申(三四八)尽庚戌(三五○)凡三年
卷第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起辛亥(三五一)尽甲寅(三五四)凡四年
卷第一百 晋纪二十二 起乙卯(三五五)尽己未(三五九)凡五年
卷第一百一 晋纪二十三 起庚申(三六○)尽戊辰(三六八)凡九年
卷第一百二 晋纪二十四 起己巳(三六九)尽庚午(三七○)凡二年
卷第一百三 晋纪二十五 起辛未(三七一)尽乙亥(三七五)凡五年
卷第一百四 晋纪二十六 起丙子(三七六)尽壬午(三八二)凡七年



卷第一百五 晋纪二十七 起癸未(三八三)尽甲申(三八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 晋纪二十八 起乙酉(三八五)尽丙戌(三八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七 晋纪二十九 起丁亥(三八七)尽辛卯(三九一)凡五年
卷第一百八 晋纪三十 起壬辰(三九二)尽丙申(三九六)凡五年
卷第一百九 晋纪三十一 丁酉(三九七)一年
卷第一百一十 晋纪三十二 戊戌(三九八)一年
卷第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起己亥(三九九)尽庚子(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二 晋纪三十四 起辛丑(四○一)尽壬寅(四○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三 晋纪三十五 起癸卯(四○三)尽甲辰(四○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四 晋纪三十六 起乙巳(四○五)尽戊申(四○八)凡四年
卷第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起己酉(四○九)尽庚戌(四一○)凡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六 晋纪三十八 起辛亥(四一一)尽甲寅(四一四)凡四年
卷第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起乙卯(四一五)尽丙辰(四一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起丁巳(四一七)尽己未(四一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 起庚申(四二○)尽癸亥(四二三)凡四年
卷第一百二十 宋纪二 起甲子(四二四)尽丁卯(四二七)凡四年
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起戊辰(四二八)尽庚午(四三○)凡三年
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纪四 起辛未(四三一)尽乙亥(四三五)凡五年
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纪五 起丙子(四三六)尽辛巳(四四一)凡六年
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纪六 起壬午(四四二)尽丙戌(四四六)凡五年
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起丁亥(四四七)尽庚寅(四五○)凡四年
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起辛卯(四五一)尽壬辰(四五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纪九 癸巳(四五三)一年
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起甲午(四五四)尽戊戌(四五八)凡五年
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纪十一 起己亥(四五九)尽甲辰(四六四)凡六年
卷第一百三十 宋纪十二 乙巳(四六五)一年
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纪十三 丙午(四六六)一年
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起丁未(四六七)尽庚戌(四七○)凡四年
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纪十五 起辛亥(四七一)尽乙卯(四七五)凡五年
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十六 起丙辰(四七六)尽戊午(四七八)凡三年
卷第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起己未(四七九)尽癸亥(四八三)凡五年
卷第一百三十六 齐纪二 起甲子(四八四)尽己巳(四八九)凡六年
卷第一百三十七 齐纪三 起庚午(四九○)尽壬申(四九二)凡三年
卷第一百三十八 齐纪四 癸酉(四九三)一年
卷第一百三十九 齐纪五 甲戌(四九四)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 齐纪六 起乙亥(四九五)尽丙子(四九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四十一 齐纪七 起丁丑(四九七)尽戊寅(四九八)凡二年
卷第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己卯(四九九)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三 齐纪九 庚辰(五○○)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辛巳(五○一)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 起壬午(五○二)尽甲申(五○四)凡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 起乙酉(五○五)尽丁亥(五○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纪三 起戊子(五○八)尽甲午(五一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纪四 起乙未(五一五)尽戊戌(五一八)凡四年
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纪五 起己亥(五一九)尽癸卯(五二三)凡五年
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起甲辰(五二四)尽乙巳(五二五)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 起丙午(五二六)尽丁未(五二七)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戊申(五二八)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 己酉(五二九)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庚戌(五三○)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起辛亥(五三一)尽壬子(五三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起癸丑(五三三)尽甲寅(五三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起乙卯(五三五)尽丁巳(五三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起戊午(五三八)尽甲子(五四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起乙丑(五四五)尽丙寅(五四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丁卯(五四七)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戊辰(五四八)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己巳(五四九)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 庚午(五五○)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 起辛未(五五一)尽壬申(五五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起癸酉(五五三)尽甲戌(五五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 起乙亥(五五五)尽丙子(五五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 起丁丑(五五七)尽己卯(五五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起庚辰(五六○)尽壬午(五六二)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 起癸未(五六三)尽丙戌(五六六)凡四年
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丁亥(五六七)尽辛卯(五七一)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起壬辰(五七二)尽甲午(五七四)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起乙未(五七五)尽丙申(五七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起丁酉(五七七)尽己亥(五七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庚子(五八○)一年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起辛丑(五八一)尽癸卯(五八三)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起甲辰(五八四)尽戊申(五八八)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己酉(五八九)尽辛亥(五九一)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 起壬子(五九二)尽己未(五九九)凡八年
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 起庚申(六○○)尽癸亥(六○三)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起甲子(六○四)尽丁卯(六○七)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纪五 起戊辰(六○八)尽壬申(六一二)凡五年
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起癸酉(六一三)尽乙亥(六一五)凡三年
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起丙子(六一六)尽丁丑(六一七)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纪八 起丁丑(六一七)六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 起戊寅(六一八)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纪二 起戊寅(六一八)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起己卯(六一九)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起己卯(六一九)十一月尽辛巳(六二一)二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起辛巳(六二一)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九十 唐纪六 起壬午(六二二)尽申申(六二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 起甲申(六二四)六月尽丙戌(六二六)八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纪八 起丙戌(六二六)九月尽戊子(六二八)七月凡二年
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 起戊子(六二八)九月尽辛卯(六三一)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 起壬辰(六三二)尽丁酉(六三七)四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 起丁酉(六三七)五月尽庚子(六四○)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 起辛丑(六四一)尽癸卯(六四三)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 起癸卯(六四三)四月尽乙巳(六四五)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 起乙巳(六四五)六月尽戊申(六四八)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 起戊申(六四八)四月尽乙卯(六五五)九月凡七年有奇
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 起乙卯(六五五)十月尽壬戌(六六二)七月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 起壬戌(六六二)八月尽庚午(六七○)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 起辛未(六七一)尽辛巳(六八一)凡十一年
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 起壬午(六八二)尽丙戌(六八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起丁亥(六八七)尽辛卯(六九一)凡五年
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 起壬辰(六九二)尽丙申(六九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 起丁酉(六九七)尽庚子(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 起庚子(七○○)七月尽乙巳(七○五)正月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七○五)二月尽丁未(七○七)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 起戊申(七○八)尽庚戌(七一○)七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 起庚戌(七一○)八月尽癸丑(七一三)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起甲寅(七一四)尽丁巳(七一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戊午(七一八)尽乙丑(七二五)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丙寅(七二六)尽癸酉(七三三)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起甲戌(七三四)尽辛巳(七四一)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起壬午(七四二)尽丁亥(七四七)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丁亥(七四七)十二月尽癸巳(七五三)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甲午(七五四)尽丙申(七五六)四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丙申(七五六)五月尽九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丙申(七五六)十月尽丁酉(七五七)闰八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丁酉(七五七)九月尽戊戌(七五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己亥(七五九)尽庚子(七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起辛丑(七六一)尽癸卯(七六三)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 起癸卯(七六三)七月尽乙巳(七六五)十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 起乙巳(七六五)闰十月尽癸丑(七七三)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起甲寅(七七四)尽己未(七七九)七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己未(七七九)八月尽辛酉(七八一)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起辛酉(七八一)六月尽壬戌(七八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起癸亥(七八三)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起癸亥(七八三)十一月尽甲子(七八四)正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起甲子(七八四)二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起甲子(七八四)五月尽乙丑(七八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起乙丑(七八五)八月尽丁卯(七八七)七月凡二年
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丁卯(七八七)八月尽辛未(七九一)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壬申(七九二)尽甲戌(七九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甲戌(七九四)六月尽庚辰(八○○)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起辛巳(八○一)尽乙酉(八○五)凡五年
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丙戌(八○六)尽己丑(八○九)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起己丑(八○九)七月尽壬辰(八一二)九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起壬辰(八一二)十月尽丙申(八一六)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起丁酉(八一七)尽己亥(八一九)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起己亥(八一九)二月尽辛丑(八二一)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起辛丑(八二一)七月尽壬寅(八二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 起癸卯(八二三)尽戊申(八二八)凡六年
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 起己酉(八二九)尽癸丑(八三三)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 起甲寅(八三四)尽丁巳(八三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 起戊午(八三八)尽壬戌(八四二)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 起癸亥(八四三)尽甲子(八四四)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 起甲子(八四四)闰七月尽己巳(八四九)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庚午(八五○)尽己卯(八五九)凡十年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八六○)尽丁亥(八六七)凡八年
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戊子(八六八)尽己丑(八六九)凡二年
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庚寅(八七○)尽丙申(八七六)凡七年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丁酉(八七七)尽庚子(八八○)十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庚子(八八○)十一月尽壬寅(八八二)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起壬寅(八八二)五月尽甲辰(八八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起甲辰(八八四)六月尽丁未(八八七)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起丁未(八八七)四月尽戊申(八八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起己酉(八八九)尽辛亥(八九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起壬子(八九二)尽甲寅(八九四)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起乙卯(八九五)尽丙辰(八九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起丁巳(八九七)尽己未(八九九)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起庚申(九○○)尽辛酉(九○一)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壬戌(九○二)尽癸亥(九○三)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起癸亥(九○三)二月尽甲子(九○四)闰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甲子(九○四)五月尽丙寅(九○六)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起丁卯(九○七)尽戊辰(九○八)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起戊辰(九○八)八月尽辛未(九一一)二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起辛未(九一一)三月尽癸酉(九一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癸酉(九一三)十二月尽丁丑(九一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起丁丑(九一七)七月尽己卯(九一九)九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己卯(九一九)十月尽壬午(九二二)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癸未(九二三)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甲申(九二四)尽乙酉(九二五)十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起乙酉(九二五)十一月尽丙戌(九二六)三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起丙戌(九二六)四月尽丁亥(九二七)六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起丁亥(九二七)七月尽己丑(九二九)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起庚寅(九三○)尽壬辰(九三二)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壬辰(九三二)七月尽甲午(九三四)闰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起甲午(九三四)二月尽乙未(九三五)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丙申(九三六)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起丁酉(九三七)尽戊戌(九三八)凡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起己亥(九三九)尽辛丑(九四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四 起壬寅(九四二)尽甲辰(九四四)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 起甲辰(九四四)二月尽乙巳(九四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五 后晋纪六 起乙巳(九四五)八月尽丙午(九四六)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六 后汉纪一 起丁未(九四七)正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七 后汉纪二 起丁未(九四七)五月尽戊申(九四八)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八 后汉纪三 起戊申(九四八)三月尽己酉(九四九)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九 后汉纪四 庚戌(九五○)一年
卷第二百九十 后周纪一 起辛亥(九五一)尽壬子(九五二)八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 起壬子(九五二)九尽甲寅(九五四)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二 后周纪三 起甲寅(九五四 )五月尽丙辰(九五六)二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四 起丙辰(九五六)三月尽丁巳(九五七)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 起戊午(九五八)尽己未(九五九)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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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一百三十六 齐纪二 起甲子(四八四)尽己巳(四八九)凡六年�
	卷第一百三十七 齐纪三 起庚午(四九○)尽壬申(四九二)凡三年�
	卷第一百三十八 齐纪四 癸酉(四九三)一年�
	卷第一百三十九 齐纪五 甲戌(四九四)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 齐纪六 起乙亥(四九五)尽丙子(四九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四十一 齐纪七 起丁丑(四九七)尽戊寅(四九八)凡二年�
	卷第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己卯(四九九)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三 齐纪九 庚辰(五○○)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辛巳(五○一)一年�
	卷第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 起壬午(五○二)尽甲申(五○四)凡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 起乙酉(五○五)尽丁亥(五○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纪三 起戊子(五○八)尽甲午(五一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纪四 起乙未(五一五)尽戊戌(五一八)凡四年�
	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纪五 起己亥(五一九)尽癸卯(五二三)凡五年�
	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起甲辰(五二四)尽乙巳(五二五)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 起丙午(五二六)尽丁未(五二七)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戊申(五二八)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 己酉(五二九)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庚戌(五三○)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起辛亥(五三一)尽壬子(五三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起癸丑(五三三)尽甲寅(五三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起乙卯(五三五)尽丁巳(五三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起戊午(五三八)尽甲子(五四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起乙丑(五四五)尽丙寅(五四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丁卯(五四七)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戊辰(五四八)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己巳(五四九)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 庚午(五五○)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 起辛未(五五一)尽壬申(五五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起癸酉(五五三)尽甲戌(五五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 起乙亥(五五五)尽丙子(五五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 起丁丑(五五七)尽己卯(五五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起庚辰(五六○)尽壬午(五六二)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 起癸未(五六三)尽丙戌(五六六)凡四年�
	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丁亥(五六七)尽辛卯(五七一)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起壬辰(五七二)尽甲午(五七四)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起乙未(五七五)尽丙申(五七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起丁酉(五七七)尽己亥(五七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庚子(五八○)一年�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起辛丑(五八一)尽癸卯(五八三)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起甲辰(五八四)尽戊申(五八八)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己酉(五八九)尽辛亥(五九一)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 起壬子(五九二)尽己未(五九九)凡八年�
	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 起庚申(六○○)尽癸亥(六○三)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起甲子(六○四)尽丁卯(六○七)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纪五 起戊辰(六○八)尽壬申(六一二)凡五年�
	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起癸酉(六一三)尽乙亥(六一五)凡三年�
	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起丙子(六一六)尽丁丑(六一七)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纪八 起丁丑(六一七)六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 起戊寅(六一八)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纪二 起戊寅(六一八)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起己卯(六一九)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起己卯(六一九)十一月尽辛巳(六二一)二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起辛巳(六二一)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九十 唐纪六 起壬午(六二二)尽申申(六二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 起甲申(六二四)六月尽丙戌(六二六)八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纪八 起丙戌(六二六)九月尽戊子(六二八)七月凡二年�
	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 起戊子(六二八)九月尽辛卯(六三一)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 起壬辰(六三二)尽丁酉(六三七)四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 起丁酉(六三七)五月尽庚子(六四○)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 起辛丑(六四一)尽癸卯(六四三)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 起癸卯(六四三)四月尽乙巳(六四五)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 起乙巳(六四五)六月尽戊申(六四八)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 起戊申(六四八)四月尽乙卯(六五五)九月凡七年有奇�
	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 起乙卯(六五五)十月尽壬戌(六六二)七月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 起壬戌(六六二)八月尽庚午(六七○)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 起辛未(六七一)尽辛巳(六八一)凡十一年�
	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 起壬午(六八二)尽丙戌(六八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起丁亥(六八七)尽辛卯(六九一)凡五年�
	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 起壬辰(六九二)尽丙申(六九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 起丁酉(六九七)尽庚子(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 起庚子(七○○)七月尽乙巳(七○五)正月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七○五)二月尽丁未(七○七)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 起戊申(七○八)尽庚戌(七一○)七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 起庚戌(七一○)八月尽癸丑(七一三)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起甲寅(七一四)尽丁巳(七一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戊午(七一八)尽乙丑(七二五)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丙寅(七二六)尽癸酉(七三三)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起甲戌(七三四)尽辛巳(七四一)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起壬午(七四二)尽丁亥(七四七)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丁亥(七四七)十二月尽癸巳(七五三)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甲午(七五四)尽丙申(七五六)四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丙申(七五六)五月尽九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丙申(七五六)十月尽丁酉(七五七)闰八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丁酉(七五七)九月尽戊戌(七五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己亥(七五九)尽庚子(七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起辛丑(七六一)尽癸卯(七六三)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 起癸卯(七六三)七月尽乙巳(七六五)十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 起乙巳(七六五)闰十月尽癸丑(七七三)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起甲寅(七七四)尽己未(七七九)七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己未(七七九)八月尽辛酉(七八一)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起辛酉(七八一)六月尽壬戌(七八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起癸亥(七八三)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起癸亥(七八三)十一月尽甲子(七八四)正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起甲子(七八四)二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起甲子(七八四)五月尽乙丑(七八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起乙丑(七八五)八月尽丁卯(七八七)七月凡二年�
	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丁卯(七八七)八月尽辛未(七九一)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壬申(七九二)尽甲戌(七九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甲戌(七九四)六月尽庚辰(八○○)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起辛巳(八○一)尽乙酉(八○五)凡五年�
	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丙戌(八○六)尽己丑(八○九)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起己丑(八○九)七月尽壬辰(八一二)九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起壬辰(八一二)十月尽丙申(八一六)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起丁酉(八一七)尽己亥(八一九)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起己亥(八一九)二月尽辛丑(八二一)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起辛丑(八二一)七月尽壬寅(八二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 起癸卯(八二三)尽戊申(八二八)凡六年�
	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 起己酉(八二九)尽癸丑(八三三)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 起甲寅(八三四)尽丁巳(八三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 起戊午(八三八)尽壬戌(八四二)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 起癸亥(八四三)尽甲子(八四四)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 起甲子(八四四)闰七月尽己巳(八四九)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庚午(八五○)尽己卯(八五九)凡十年�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八六○)尽丁亥(八六七)凡八年�
	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戊子(八六八)尽己丑(八六九)凡二年�
	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庚寅(八七○)尽丙申(八七六)凡七年�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丁酉(八七七)尽庚子(八八○)十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庚子(八八○)十一月尽壬寅(八八二)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起壬寅(八八二)五月尽甲辰(八八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起甲辰(八八四)六月尽丁未(八八七)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起丁未(八八七)四月尽戊申(八八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起己酉(八八九)尽辛亥(八九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起壬子(八九二)尽甲寅(八九四)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起乙卯(八九五)尽丙辰(八九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起丁巳(八九七)尽己未(八九九)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起庚申(九○○)尽辛酉(九○一)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壬戌(九○二)尽癸亥(九○三)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起癸亥(九○三)二月尽甲子(九○四)闰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甲子(九○四)五月尽丙寅(九○六)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起丁卯(九○七)尽戊辰(九○八)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起戊辰(九○八)八月尽辛未(九一一)二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起辛未(九一一)三月尽癸酉(九一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癸酉(九一三)十二月尽丁丑(九一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起丁丑(九一七)七月尽己卯(九一九)九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己卯(九一九)十月尽壬午(九二二)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癸未(九二三)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甲申(九二四)尽乙酉(九二五)十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起乙酉(九二五)十一月尽丙戌(九二六)三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起丙戌(九二六)四月尽丁亥(九二七)六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起丁亥(九二七)七月尽己丑(九二九)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起庚寅(九三○)尽壬辰(九三二)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壬辰(九三二)七月尽甲午(九三四)闰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起甲午(九三四)二月尽乙未(九三五)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丙申(九三六)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起丁酉(九三七)尽戊戌(九三八)凡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起己亥(九三九)尽辛丑(九四一)凡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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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 起乙酉(五○五)尽丁亥(五○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纪三 起戊子(五○八)尽甲午(五一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纪四 起乙未(五一五)尽戊戌(五一八)凡四年�
	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纪五 起己亥(五一九)尽癸卯(五二三)凡五年�
	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起甲辰(五二四)尽乙巳(五二五)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 起丙午(五二六)尽丁未(五二七)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戊申(五二八)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 己酉(五二九)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庚戌(五三○)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起辛亥(五三一)尽壬子(五三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起癸丑(五三三)尽甲寅(五三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起乙卯(五三五)尽丁巳(五三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起戊午(五三八)尽甲子(五四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起乙丑(五四五)尽丙寅(五四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丁卯(五四七)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戊辰(五四八)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己巳(五四九)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 庚午(五五○)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 起辛未(五五一)尽壬申(五五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起癸酉(五五三)尽甲戌(五五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 起乙亥(五五五)尽丙子(五五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 起丁丑(五五七)尽己卯(五五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起庚辰(五六○)尽壬午(五六二)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 起癸未(五六三)尽丙戌(五六六)凡四年�
	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丁亥(五六七)尽辛卯(五七一)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起壬辰(五七二)尽甲午(五七四)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起乙未(五七五)尽丙申(五七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起丁酉(五七七)尽己亥(五七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庚子(五八○)一年�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起辛丑(五八一)尽癸卯(五八三)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起甲辰(五八四)尽戊申(五八八)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己酉(五八九)尽辛亥(五九一)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 起壬子(五九二)尽己未(五九九)凡八年�
	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 起庚申(六○○)尽癸亥(六○三)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起甲子(六○四)尽丁卯(六○七)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纪五 起戊辰(六○八)尽壬申(六一二)凡五年�
	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起癸酉(六一三)尽乙亥(六一五)凡三年�
	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起丙子(六一六)尽丁丑(六一七)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纪八 起丁丑(六一七)六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 起戊寅(六一八)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纪二 起戊寅(六一八)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起己卯(六一九)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起己卯(六一九)十一月尽辛巳(六二一)二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起辛巳(六二一)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九十 唐纪六 起壬午(六二二)尽申申(六二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 起甲申(六二四)六月尽丙戌(六二六)八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纪八 起丙戌(六二六)九月尽戊子(六二八)七月凡二年�
	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 起戊子(六二八)九月尽辛卯(六三一)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 起壬辰(六三二)尽丁酉(六三七)四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 起丁酉(六三七)五月尽庚子(六四○)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 起辛丑(六四一)尽癸卯(六四三)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 起癸卯(六四三)四月尽乙巳(六四五)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 起乙巳(六四五)六月尽戊申(六四八)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 起戊申(六四八)四月尽乙卯(六五五)九月凡七年有奇�
	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 起乙卯(六五五)十月尽壬戌(六六二)七月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 起壬戌(六六二)八月尽庚午(六七○)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 起辛未(六七一)尽辛巳(六八一)凡十一年�
	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 起壬午(六八二)尽丙戌(六八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起丁亥(六八七)尽辛卯(六九一)凡五年�
	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 起壬辰(六九二)尽丙申(六九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 起丁酉(六九七)尽庚子(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 起庚子(七○○)七月尽乙巳(七○五)正月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七○五)二月尽丁未(七○七)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 起戊申(七○八)尽庚戌(七一○)七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 起庚戌(七一○)八月尽癸丑(七一三)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起甲寅(七一四)尽丁巳(七一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戊午(七一八)尽乙丑(七二五)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丙寅(七二六)尽癸酉(七三三)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起甲戌(七三四)尽辛巳(七四一)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起壬午(七四二)尽丁亥(七四七)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丁亥(七四七)十二月尽癸巳(七五三)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甲午(七五四)尽丙申(七五六)四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丙申(七五六)五月尽九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丙申(七五六)十月尽丁酉(七五七)闰八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丁酉(七五七)九月尽戊戌(七五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己亥(七五九)尽庚子(七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起辛丑(七六一)尽癸卯(七六三)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 起癸卯(七六三)七月尽乙巳(七六五)十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 起乙巳(七六五)闰十月尽癸丑(七七三)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起甲寅(七七四)尽己未(七七九)七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己未(七七九)八月尽辛酉(七八一)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起辛酉(七八一)六月尽壬戌(七八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起癸亥(七八三)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起癸亥(七八三)十一月尽甲子(七八四)正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起甲子(七八四)二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起甲子(七八四)五月尽乙丑(七八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起乙丑(七八五)八月尽丁卯(七八七)七月凡二年�
	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丁卯(七八七)八月尽辛未(七九一)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壬申(七九二)尽甲戌(七九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甲戌(七九四)六月尽庚辰(八○○)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起辛巳(八○一)尽乙酉(八○五)凡五年�
	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丙戌(八○六)尽己丑(八○九)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起己丑(八○九)七月尽壬辰(八一二)九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起壬辰(八一二)十月尽丙申(八一六)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起丁酉(八一七)尽己亥(八一九)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起己亥(八一九)二月尽辛丑(八二一)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起辛丑(八二一)七月尽壬寅(八二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 起癸卯(八二三)尽戊申(八二八)凡六年�
	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 起己酉(八二九)尽癸丑(八三三)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 起甲寅(八三四)尽丁巳(八三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 起戊午(八三八)尽壬戌(八四二)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 起癸亥(八四三)尽甲子(八四四)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 起甲子(八四四)闰七月尽己巳(八四九)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庚午(八五○)尽己卯(八五九)凡十年�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八六○)尽丁亥(八六七)凡八年�
	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戊子(八六八)尽己丑(八六九)凡二年�
	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庚寅(八七○)尽丙申(八七六)凡七年�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丁酉(八七七)尽庚子(八八○)十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庚子(八八○)十一月尽壬寅(八八二)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起壬寅(八八二)五月尽甲辰(八八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起甲辰(八八四)六月尽丁未(八八七)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起丁未(八八七)四月尽戊申(八八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起己酉(八八九)尽辛亥(八九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起壬子(八九二)尽甲寅(八九四)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起乙卯(八九五)尽丙辰(八九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起丁巳(八九七)尽己未(八九九)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起庚申(九○○)尽辛酉(九○一)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壬戌(九○二)尽癸亥(九○三)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起癸亥(九○三)二月尽甲子(九○四)闰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甲子(九○四)五月尽丙寅(九○六)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起丁卯(九○七)尽戊辰(九○八)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起戊辰(九○八)八月尽辛未(九一一)二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起辛未(九一一)三月尽癸酉(九一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癸酉(九一三)十二月尽丁丑(九一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起丁丑(九一七)七月尽己卯(九一九)九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己卯(九一九)十月尽壬午(九二二)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癸未(九二三)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甲申(九二四)尽乙酉(九二五)十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起乙酉(九二五)十一月尽丙戌(九二六)三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起丙戌(九二六)四月尽丁亥(九二七)六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起丁亥(九二七)七月尽己丑(九二九)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起庚寅(九三○)尽壬辰(九三二)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壬辰(九三二)七月尽甲午(九三四)闰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起甲午(九三四)二月尽乙未(九三五)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丙申(九三六)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起丁酉(九三七)尽戊戌(九三八)凡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起己亥(九三九)尽辛丑(九四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四 起壬寅(九四二)尽甲辰(九四四)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 起甲辰(九四四)二月尽乙巳(九四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五 后晋纪六 起乙巳(九四五)八月尽丙午(九四六)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六 后汉纪一 起丁未(九四七)正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七 后汉纪二 起丁未(九四七)五月尽戊申(九四八)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八 后汉纪三 起戊申(九四八)三月尽己酉(九四九)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九 后汉纪四 庚戌(九五○)一年�
	卷第二百九十 后周纪一 起辛亥(九五一)尽壬子(九五二)八月凡一年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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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庚戌(五三○)一年�
	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起辛亥(五三一)尽壬子(五三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起癸丑(五三三)尽甲寅(五三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起乙卯(五三五)尽丁巳(五三七)凡三年�
	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起戊午(五三八)尽甲子(五四四)凡七年�
	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起乙丑(五四五)尽丙寅(五四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丁卯(五四七)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戊辰(五四八)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己巳(五四九)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纪十九 庚午(五五○)一年�
	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纪二十 起辛未(五五一)尽壬申(五五二)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起癸酉(五五三)尽甲戌(五五四)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六 梁纪二十二 起乙亥(五五五)尽丙子(五五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六十七 陈纪一 起丁丑(五五七)尽己卯(五五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起庚辰(五六○)尽壬午(五六二)凡三年�
	卷第一百六十九 陈纪三 起癸未(五六三)尽丙戌(五六六)凡四年�
	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丁亥(五六七)尽辛卯(五七一)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起壬辰(五七二)尽甲午(五七四)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起乙未(五七五)尽丙申(五七六)凡二年�
	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起丁酉(五七七)尽己亥(五七九)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庚子(五八○)一年�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起辛丑(五八一)尽癸卯(五八三)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起甲辰(五八四)尽戊申(五八八)凡五年�
	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己酉(五八九)尽辛亥(五九一)凡三年�
	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 起壬子(五九二)尽己未(五九九)凡八年�
	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 起庚申(六○○)尽癸亥(六○三)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起甲子(六○四)尽丁卯(六○七)凡四年�
	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纪五 起戊辰(六○八)尽壬申(六一二)凡五年�
	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起癸酉(六一三)尽乙亥(六一五)凡三年�
	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起丙子(六一六)尽丁丑(六一七)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纪八 起丁丑(六一七)六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 起戊寅(六一八)正月尽七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六 唐纪二 起戊寅(六一八)八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起己卯(六一九)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八十八 唐纪四 起己卯(六一九)十一月尽辛巳(六二一)二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起辛巳(六二一)三月尽十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一百九十 唐纪六 起壬午(六二二)尽申申(六二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一 唐纪七 起甲申(六二四)六月尽丙戌(六二六)八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二 唐纪八 起丙戌(六二六)九月尽戊子(六二八)七月凡二年�
	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 起戊子(六二八)九月尽辛卯(六三一)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 起壬辰(六三二)尽丁酉(六三七)四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 起丁酉(六三七)五月尽庚子(六四○)凡三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 起辛丑(六四一)尽癸卯(六四三)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 起癸卯(六四三)四月尽乙巳(六四五)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 起乙巳(六四五)六月尽戊申(六四八)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 起戊申(六四八)四月尽乙卯(六五五)九月凡七年有奇�
	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 起乙卯(六五五)十月尽壬戌(六六二)七月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 起壬戌(六六二)八月尽庚午(六七○)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 起辛未(六七一)尽辛巳(六八一)凡十一年�
	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 起壬午(六八二)尽丙戌(六八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起丁亥(六八七)尽辛卯(六九一)凡五年�
	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 起壬辰(六九二)尽丙申(六九六)凡五年�
	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 起丁酉(六九七)尽庚子(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 起庚子(七○○)七月尽乙巳(七○五)正月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七○五)二月尽丁未(七○七)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 起戊申(七○八)尽庚戌(七一○)七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 起庚戌(七一○)八月尽癸丑(七一三)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起甲寅(七一四)尽丁巳(七一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戊午(七一八)尽乙丑(七二五)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丙寅(七二六)尽癸酉(七三三)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起甲戌(七三四)尽辛巳(七四一)凡八年�
	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起壬午(七四二)尽丁亥(七四七)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丁亥(七四七)十二月尽癸巳(七五三)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甲午(七五四)尽丙申(七五六)四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丙申(七五六)五月尽九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丙申(七五六)十月尽丁酉(七五七)闰八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丁酉(七五七)九月尽戊戌(七五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己亥(七五九)尽庚子(七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起辛丑(七六一)尽癸卯(七六三)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 起癸卯(七六三)七月尽乙巳(七六五)十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 起乙巳(七六五)闰十月尽癸丑(七七三)凡八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起甲寅(七七四)尽己未(七七九)七月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己未(七七九)八月尽辛酉(七八一)五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起辛酉(七八一)六月尽壬戌(七八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起癸亥(七八三)正月尽十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起癸亥(七八三)十一月尽甲子(七八四)正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起甲子(七八四)二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起甲子(七八四)五月尽乙丑(七八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起乙丑(七八五)八月尽丁卯(七八七)七月凡二年�
	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丁卯(七八七)八月尽辛未(七九一)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壬申(七九二)尽甲戌(七九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甲戌(七九四)六月尽庚辰(八○○)凡六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起辛巳(八○一)尽乙酉(八○五)凡五年�
	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丙戌(八○六)尽己丑(八○九)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起己丑(八○九)七月尽壬辰(八一二)九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起壬辰(八一二)十月尽丙申(八一六)凡四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起丁酉(八一七)尽己亥(八一九)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起己亥(八一九)二月尽辛丑(八二一)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起辛丑(八二一)七月尽壬寅(八二二)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 起癸卯(八二三)尽戊申(八二八)凡六年�
	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 起己酉(八二九)尽癸丑(八三三)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 起甲寅(八三四)尽丁巳(八三七)凡四年�
	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 起戊午(八三八)尽壬戌(八四二)凡五年�
	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 起癸亥(八四三)尽甲子(八四四)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 起甲子(八四四)闰七月尽己巳(八四九)凡五年有奇�
	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庚午(八五○)尽己卯(八五九)凡十年�
	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八六○)尽丁亥(八六七)凡八年�
	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戊子(八六八)尽己丑(八六九)凡二年�
	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庚寅(八七○)尽丙申(八七六)凡七年�
	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丁酉(八七七)尽庚子(八八○)十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庚子(八八○)十一月尽壬寅(八八二)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纪七十一 起壬寅(八八二)五月尽甲辰(八八四)五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六 唐纪七十二 起甲辰(八八四)六月尽丁未(八八七)三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纪七十三 起丁未(八八七)四月尽戊申(八八八)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纪七十四 起己酉(八八九)尽辛亥(八九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五十九 唐纪七十五 起壬子(八九二)尽甲寅(八九四)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 唐纪七十六 起乙卯(八九五)尽丙辰(八九六)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一 唐纪七十七 起丁巳(八九七)尽己未(八九九)凡三年�
	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起庚申(九○○)尽辛酉(九○一)凡二年�
	卷第二百六十三 唐纪七十九 起壬戌(九○二)尽癸亥(九○三)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起癸亥(九○三)二月尽甲子(九○四)闰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五 唐纪八十一 起甲子(九○四)五月尽丙寅(九○六)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六 后梁纪一 起丁卯(九○七)尽戊辰(九○八)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起戊辰(九○八)八月尽辛未(九一一)二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八 后梁纪三 起辛未(九一一)三月尽癸酉(九一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癸酉(九一三)十二月尽丁丑(九一七)六月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 起丁丑(九一七)七月尽己卯(九一九)九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己卯(九一九)十月尽壬午(九二二)凡三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 癸未(九二三)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甲申(九二四)尽乙酉(九二五)十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起乙酉(九二五)十一月尽丙戌(九二六)三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起丙戌(九二六)四月尽丁亥(九二七)六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起丁亥(九二七)七月尽己丑(九二九)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起庚寅(九三○)尽壬辰(九三二)六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壬辰(九三二)七月尽甲午(九三四)闰正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起甲午(九三四)二月尽乙未(九三五)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丙申(九三六)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起丁酉(九三七)尽戊戌(九三八)凡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起己亥(九三九)尽辛丑(九四一)凡三年�
	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四 起壬寅(九四二)尽甲辰(九四四)正月凡二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 起甲辰(九四四)二月尽乙巳(九四五)七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五 后晋纪六 起乙巳(九四五)八月尽丙午(九四六)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六 后汉纪一 起丁未(九四七)正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七 后汉纪二 起丁未(九四七)五月尽戊申(九四八)二月不满一年�
	卷第二百八十八 后汉纪三 起戊申(九四八)三月尽己酉(九四九)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八十九 后汉纪四 庚戌(九五○)一年�
	卷第二百九十 后周纪一 起辛亥(九五一)尽壬子(九五二)八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一 后周纪二 起壬子(九五二)九尽甲寅(九五四)四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二 后周纪三 起甲寅(九五四 )五月尽丙辰(九五六)二月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四 起丙辰(九五六)三月尽丁巳(九五七)凡一年有奇�
	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 起戊午(九五八)尽己未(九五九)凡二年�
	附录 通鑑释文辩误�
	卷第一 通鑑一至十六�
	卷第二 通鑑十七至五十五�
	卷第三 通鑑五十六至七十二�
	卷第四 通鑑七十三至九十六�
	卷第五 通鑑九十七至一百十九�
	卷第六 通鑑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一�
	卷第七 通鑑一百四十二至一百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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