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刊行者的考察
崔溶澈(高麗大學敎授)

[中文提要]
最近在韓國新發現的《三國志通俗演義》, 據專家考察, 可知是一本朝鮮中宗至明宗年間
普遍使用的丙子字所引出的活字印刷本,可能屬於後期丙子字本。 因此學界可以斷定這本朝鮮
活字本出現於朝鮮明宗後期的 1560 年前後。 筆者根據這些硏究結果, 對此書的刊印者加以關
注。 筆者認爲在明宗年間二十餘年來, 掌握當時出版文化大權的强人非尹春年莫屬, 因此筆
者先考察尹春年(1514-1567)在 1560 年前後出版事業上取得的成果, 再对他所出版的書籍內容
加以分析。 尹春年曾經編輯出版金時習的小説《金鰲新話》以及他的詩集《遊關西關東錄》,
還積極參與《剪燈新話句解》的三次出版, 曾為之撰寫了跋文, 表達自己對小說的積極觀點。
尹春年喜歡詩歌, 專門硏究詩歌音律, 他曾經積極努力蒐集中國詩話專書, 幷设法完成出版,
如《詩法源流》、《文筌》、《文斷》、《木天禁語》等書, 書中均有序文或跋文以及註解等
新的部分。 他對小說的觀點比較開放, 比較喜歡文學作品, 而且他確实用自己手中的權利,
以銅活字本刊行中國小說。 若具體比較《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剪燈新話句解》的版式特徵,
具有朝鮮時期版本特有的上下本安排之外, 還有半葉 11 行 20 字, 黑口, 上下內向花紋魚尾等
的特徵, 版式幾乎完全一致。 這些特點很可能就是當時尹春年刊印小說的共同特色, 因此筆
者大膽地設想, 朝鮮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很可能是出於他的手裡。 希望今後, 能出現
更確切的學術證據, 完全解決這些關鍵問題。
[關鍵詞] 尹春年, 三國志通俗演義, 活字本, 明宗, 剪燈新話, 金鰲新話
*此文曾發表于〈三國志演義與中國古代小説國際學術會議〉（2010 年 8 月 10 日，韓國成均館大學）

1. 緖論

最近東北亞中國小說學界对在韓國發現的銅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爭論開始成爲關
心的焦点。在《朝鮮王朝實錄》中，和奇大升所说的一样，如今发掘了宣祖以前 1560 年前後
所印出活字刊本，這是在當時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内，可説是最早出現的活字刊行本。

这一貴重的資料的发掘者就是过去 20 餘年間对在韓國的中國小說的關聯資料的發掘和流
通取得丰硕成果的朴在淵教授。 他通过古文獻專家朴徹庠先生，知道了此书的存在，并从此
书所藏者李良載先生所提供的資料入手，經仔细考察确定此版本就是奇大升在《實錄》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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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那本热门书。这一消息先以報刊报道 ，并在学术发表会上具体公开了研究结果 。 另外朴
教授還寫了一篇論文，介绍了有关《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争论过程，並仔细考察此版本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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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事項，在專門学术杂志上發表 ，向韓國学界報告，還通过出国演讲 ， 学术信息迅速传到中
国学界。今年八月，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和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共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召集
与此版本有关的专门学者进行讨论，会议上拟将参加朴在渊、金文京、刘世德、 周文業等几
位《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专家，还有不少国内外小说专家们共同聚首，这具有意义一次国际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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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次欢聚一堂的会议尽绵薄之力，笔者决定参加此届会议 。虽然平时对《三国志演
义》没有深入研究， 但为了符合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目的，决定选择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关的课题进行讨论。在查看有关论文和资料的过程中，忽然想起一个课
题。如果，目前已经考证出此书的刊行时期和版式以及金属活字的种类的话，为何不能谈此书
刊行着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但通过各种间接的资料可以探究有可能的刊行人。
从本稿中提到的各种情况来看，尹春年(1514-1567)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当权者，兼任校书
馆提调等职，主持并领导了诗话和小说等各种文学作品的刊行，同时也称其为出版文化的领
袖。他是否就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实际上的刊行者，笔者谨慎地提出这个观点，并以此作
为论题，参加《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讨论，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2. 对刊行時期和刊行者的考察

关于《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证据记录在《朝鲜王朝实录》中 1569 年有关宣祖和奇大升的
对话内容之中。全文在现有论文中经常被引用，这里选其精华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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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8 日在《联合通信》发表《國內最初刊行<三國志演義>發見》，此外还在各报刊均报道。

2

2010 年 1 月 23 日他在華峰畵廊开办的〈圖與書论坛〉的定期学术发表会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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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在淵《关于新发掘的朝鮮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中国语文论丛》第 44 集, 20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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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19 日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硏究所创立 10 周年纪念系列讲座之一，以《新發見之朝鮮活字本三國志通俗
演義》题目发表，论文刊登在《南京大學學報》2010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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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一直关注朝鮮王室与小说的关系，在最近发表的《中國小說和朝鮮王室》一文中提出思悼世子对小说的
過度愛好，引起了正祖的文體反正运动。收录于《中國古代文化和東 ASIA》(高麗大漢字漢文硏究所, 北京外大
海外漢學中心国际学术大会, 2010.7.16, 高丽大学校)

奇大升進啓曰: 頃日張弼武引見時, 傳敎內“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 未見正史,
聞在≪三國志衍義≫云。 此書出來未久, 小臣未見之, 而或因朋輩間聞之, 則甚多
妄誕。
又啓曰: (省略) ≪剪燈新話≫鄙褻可愕之甚者, 校書館私給材料, 至於刻板, 有識
之人, 莫不痛心, 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 閭巷之間, 爭相印見, 其間男女會淫神
怪不經之說, 亦多有之矣。 ≪三國志衍義≫則怪誕如是, 而至於印出, 其時之人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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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無識。 觀其文字亦皆常談, 只見怪僻而已 。

在此奇大升所说中有“此書出來未久”, “至於印出”等句可知是用活字本来刊行的。提
到《三國志演義》，同时提到校書館个人刊行的传播较广的《剪燈新話》；可知《三國志演
義》也是个人刊行的。刘世德教授去年已经多次提出这一见解，但争议一直存在。
朴在渊教授将这一活字本的刊行年代更具体的进行考察，尽管本书是以丙子字刊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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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为后期丙子字，推测本书为 16 世纪 60 年代初中期刊行的 。
丙子字是中宗 11 年丙子年(1516)制作的銅活字，此活字从那时开始到壬辰倭亂(1592)之
前的 70 多年間一直使用。 朝鲜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版式根据〈卷之八〉的形态看其
版本‘有界, 半葉 11 行 20 字, 大黑口, 上下內向三葉花紋魚尾’， 版心題有 “三國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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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书冊的大小为 30.5×19.5 ㎝, 四周双边, 半郭大小为 23.2×16.5 ㎝ 。
如果确定为明宗年间刊行的话，需要考察那时期书册刊行的情况。在此先要概括的结论
是，实际上的刊行人或主导出版的人可能是尹春年，他通过乙巳士禍，因有功于尹元衡一派，
而成为权力的核心人物，20 多年间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家和文人。

2. 尹春年刊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可能性

推测尹春年是丙子字刊行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刊行者的理由，可通过下面几个旁证，
进行讨论。

一、 尹春年是在明宗年间後期出版文化界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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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實錄》 宣祖 卷 3 宣祖 2 年 6 月。

7

朴在渊，前文, 《中国语文论丛》(第 44 集)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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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在渊，前文, 245 页。

尹春年在明宗年间是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物。他有无比显赫的经历。他在 20 岁通过了
司马试，29 岁式年就文科甲科及第。31 岁他协助小尹派的尹元衡，起草了弹劾大尹派的尹元
老的奏章，引发了乙巳士禍（1545），使小尹派掌握权力，并进入了权力的核心
他 37 岁做过司憲府掌令兼知製敎春秋館編修官，那时他建议在首尔设置书籍铺。这时候
他拜托全羅道觀察使南宮淑要求刊行《詩家一指》和《文筌》等的文學批評书籍，委托南原府
9

使的姜昱刊行《文斷》 。33 岁他在弘文館办公时，曾请求国王（明宗）从燕京购得《木天禁
語》。当时他沉溺观赏中國文学书籍而且有行使从购买到出版等的無所不爲的权力。40 岁左
右已经任大司諫和大司憲。41 岁任校書館提調更热心于書冊的出版。44 岁时，他曾受任冬至
使副使亲自出使燕京更加开阔了他的眼界。在当时很可能他热心地购买中国图书， 回国时带
来。究竟他在北京购得何种图书，如今无法了解， 但是如果他买了一些中国书籍，应该包括
小說類图书在内。他广泛阅读中国的诗话和小说， 甚至多次出版过这些书。他于 1557 年秋天
去燕京，1558 年春天回国。当时在中国已经刊行传播了嘉靖壬午本(1522)和周曰校本甲本
(1552)，所以考虑到尹春年的权力和他对中國詩話和小說的浓厚兴趣，当时他很可能购买带回
了相当数量的图书，《三國志演義》有可能是其中之一。发现有兴趣的书目时，他甚至请求国
王购得此书，他对中国书具有浓厚的好奇心。在他出使燕京时，肯定会积极购买中国书籍。
他在任校書館提調时，和林芑完成《剪燈新話句解》的刊行。在这一时期前后，还编辑并刊行
了金時習的《金鰲新話》。如果他刊行了《三國志通俗演義》，也应该是在这个时期。

二、尹春年是当时文化界的领袖，积极出版了诗话和小说。
尹春年虽然通过权力斗争进入了权力的核心，但是他本人是文人，同时也是清廉的官吏。
他成为士禍的主犯，后来受到士林派的责难，他在失势 (1565) 死亡(1567)之后，当时史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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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部分对他持否定的评价。但是对他的官吏生活，却都承认其为官清廉 。他自负才学五
斗，摆脱了严格的儒家教条，具有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思想，也具有较开放的态度，因而他尤其
对小说等文体有广泛的兴趣。在《明宗實錄》中记录了他根据道教的因素，喜欢荒唐之事，可
见他当时并不执著于儒家性理学的严格态度。
他非常积极刊行中国诗话和小说作品。书册购入之后，如果条件可以，他立即在校書館刊
行， 如果有机会，他请求地方官吏刊行书籍并使其广范流传。至少没有自私和贪财，从他努
力刊行书籍上来看，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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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會〈尹春年詩話文話的比較文學的研究〉, 《尹春年和詩話文話》(召命出版, 2001) 68, 74 页
明宗朝淸白吏45人中有李滉(退溪, 1501-1570), 朴守良(1499-1554)和尹春年等人。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他所刊行的书有金時習的詩集和小說, 还有中國的詩話和小說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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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他重视詩聲律，刊行詩文評集，同时通过序跋文或注解强调并广泛传播自己的理论 。当
时在文人社会中，传奇小说大家被禁止阅读的，而他对小说并无偏见，编辑并刊行了《金鰲新
話》。并积极关心参与《剪燈新話句解》的工作和出版。这些可以证明他的开放性的文学观。
在此，通过尹春年亲笔写的〈題註解剪燈新話后〉，可以了解他的小说观。

錢唐瞿佑宗吉氏, 身際洪武, 永樂之間, 心有所感, 托之于文. 其事則述其神異之
迹, 男女之情: 其意則主乎善惡報應之孔昭, 君臣會遇之甚難. 今讀<秋香亭記>, 尙
爲之淚下. 宗吉氏何以爲心, 而把筆哉. 後之人讀其文, 便以爲稗說而忽之, 何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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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宗吉氏之心哉 。

在此尹春年承认小说具有的感情移入的力量并强调因果應報的善惡觀念，同时赞扬的作家
的高超的心理描写，在跋文的最后部分，提到当时《剪灯新话》如何发挥实际的功能，可以推
测出《剪燈新話》在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像燎原之火一样广泛传播的原因。

上自儒生, 下至胥吏, 喜讀此書, 以爲曉解文理之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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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焉爲立揚之資, 下以焉爲文簿之用, 其有補于初學大矣 。

《剪燈新話》在世宗以后得以广泛的传播，在其影响下，金时习创作了《金鰲新話》等作
14

品，没有注释的白文本也出现过两次 ，《剪燈新話》在朝鲜流传久远，从上层的学儒学的书
生到下级官厅的胥吏，成为他们能易懂地学习汉文和掌握文理捷径的教科书。一些书生们通过
这本书准备科举考试，成为他们立身扬名的资本。对初学者来说，《剪燈新話》成为他们学习
15

文章的基础。当时尹春年任正憲大夫, 邢曹判書, 藝文館提學 时，他正处于权力的中心，同
时具有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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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安大會《尹春年和詩話文話》(召命出版, 2001)中登载的《尹春年刊行的詩話文話的 比較文學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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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溶澈全译《剪燈三種》第 1 册(召命出版, 2005) 第 369-371 页上再引用。原本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內閣文
庫中收藏。《古本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影印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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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溶澈, 前面引用过的书，尹春年跋文是以日本文人林羅山的笔写来附加记录在卷末的，收录原文的刊行本尚未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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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有四卷本 1 种(忠南大本), 上下两卷本 2 种(東洋文庫本, 朴徹庠藏本-由金榮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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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春年下台一年前是其一生中获得的最显赫的地位的时期。

三、尹春年因个人的爱好可以控制校書館的出版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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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金榮鎭教授在〈关于朝鮮後期書籍出版和流通的考察之一〉 ，调查了朝鲜时代刊行
的多种类型的书籍，了解到活字本图书的刊行不一定只利用于国家的正式出版物，当时当权者
们根据个人爱好，刊行了一部分文学书、诗歌集、散文集甚至小说作品等。
一般来说，国家拥有的铜活字，是根据《实录》编纂或社会的需要，用于朝廷决定正式出
版的大规模出版物的刊行。但有时当时对书册出版有兴趣的政界当权者们，对符合自己趣味的
书籍刊行，也可以使用铜活字；或者也可以利用国家机关的力量。大部分在中央官府校書館刊
行，如无法在校書館刊行，就请求地方官府发挥自己的权势，刊行符合自己个人趣味的书籍。
考察尹春年的出版书册的情况，可知上面分析是准确无误的。他本人担当校書館提調或在
司諫院、 司憲府等其他机关任职时，随时命令下属在校书馆刊行自己喜好或新购买的书。还
请求地方官全羅道觀察使南宮淑刊行《詩家一指》等书；完全因个人原因请求南原府使姜昱刊
行选定的《文断》；在任校書館提調时，命令都提调郑士龙刊行《木天禁语》（请求国王在燕
京购买的书籍）,在迁任其他部门时也无法掩饰自己刊行书籍的欲望，曾请求任校書館提調的
宋世珩（判书）刊行了《诗法源流》。以上内容都说明了这些刊行都不是正式的业务，而是为
了满足尹春年自己个人的爱好和兴趣而进行的。
当时社会对小说的否定观念很浓厚，而公然在校书馆以木版本或者活字本刊行小说，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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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高位重的当权者来说也是极大的冒险 。尹春年由于喜爱小说，而毫不犹豫地刊行了《剪灯
新话句解》和《金鰲新話》。因此这一时期的出版文化界，能用铜活字本自由地刊行《三國志
通俗演義》的人物只能是尹春年，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这样因个人取向来使用国家的金属活字刊行各种书籍，到后来 17 世纪金錫冑(1634-1684)
18

时，也仍然存在。金錫冑是在肃宗英祖年间行使出版权力的人物，他与戊申字 (1668), 韓構
字

19

(1677 左右), 前期校書館字等活字密切相关的。通过活字本，大多数明清文集类、朝鲜

文集类，金錫冑还把唐宋时代的文言小说 20 篇编辑刊行为《刪補文苑楂橘》，这一事实，最
近得到了金荣镇的确认。由此看来，当时用金属活字刊行的文集中，遵照大王的命令刊行的不
20

过 4,5 种 。

16

金榮鎭 〈有关朝鲜后期书籍出版和流通的考察之一〉, 《東洋漢文學硏究》第 30 集, 2010.2.

17

后来宣祖年间奇大升的批评就是对尹春年行为露骨的批判。

18

金錫冑主管而铸造的，到英祖末期使用了 100 年左右。

19

20

金錫冑收到韓構的字体，个人铸造了此字体。朝廷购买使用后，并再次铸造(1782)和第三次鑄造(1858)。
金榮鎭以上的引用的论文公开了《文苑楂橘》中记录了有《海東書冊》(朴徹庠所藏本)的编纂者金錫冑名字
的照片。英祖御製詩《題文苑楂橘》中的‘金相’(姓金的宰相)，就是指称金錫冑的。

这可以作为尹春年时代刊行《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性的有力旁证。

四、尹春年刊行的书册的编辑方式很相似。
尹春年刊行书册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意见来整理编辑，这是他所刊行书册的一些特征。尹
春年把金時習尊称为海東的孔子，收集他写的诗歌和小说，进行整理编辑后就刊行，《遊關西
關東錄》和《金鰲新話》便是其中的两种。在书上正文前的卷首，直接表明“坡平尹春年編
輯”，公开表示自己经收集整理的本子。他在刊行《木天禁語》时，把已经印出的《詩法源
流》，再作为附录加在后面，由此可看出他有编辑习惯。
《剪燈新話》的中国版本本来是四卷本，而朝鲜刊行的《剪燈新話》和《剪燈新話句解》
则分为上下本，这是在《剪燈新話》版本史上，中日两国都不曾有的朝鲜版本的特征。这次发
掘的残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也跟中国本不同，分成为上下两卷，成为它与众不同的
特征。这也是符合尹春年书册刊行习惯的特征。而且他刊行书册时，喜欢留下序文和跋文。在
《剪灯新话句解》的跋文中写了刊行过程和本人的小说观。刊行《金鰲新話》时，在卷首收录
〈梅月堂先生傳〉，当作序文。
朝鲜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和现存的尹春年刊行书册最相似的部分就是版式的形态，
除了前面已提的上下分卷之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大小和版式，与《剪燈新話》很相似。
首先从大小来看，《三國志通俗演義》为 30.5×19.5 ㎝，半郭为 23.2×16.5 ㎝。现在奎章閣
所藏的 1559 年木版本《剪灯新话句解》的大小各为 29.0×19.0 ㎝，半郭 23.5×16.0 ㎝(卷之
上)；8.5×19.0 ㎝，半郭 23.0×15.5 ㎝(卷之下)。长期流传在外的古书，其大小与原来的样
子应有变化，所以不能完全相同。虽然我们现在承认有些差别，但是两种书的大小几乎一致。
再与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朝鲜刊本《金鰲新話》相比，也可看出大小是非常相似的。根据笔者对
《金鰲新話》的实测为 31.5×20 ㎝, 半郭 23.5×16 ㎝。可以断言这三种书籍几乎是同样的
形态。
至于《三國志通俗演義》版式，据专家考察‘有界, 半葉 11 行 20 字, 大黑口, 上下內向
三葉花紋魚尾’。而奎章閣本《剪灯新话句解》其相似之处令人惊讶，也是“有界, 半葉 11
行 20 字, 大黑口, 上下內向二葉花紋魚尾。”不同点只是花纹鱼尾的三叶或二叶的差别。
《剪灯新话句解》的正文中有双行注释，也精巧地固守以 11 行 20 字的形态。朝鲜活字本《三
國志通俗演義》根据朴教授的考察，以周曰校本甲本(1552)为母本，参校嘉靖壬午本(1522)的
校勘本，这绝对不是翻刻本。

实际上嘉靖壬午本的版式是 9 行 17 字本，周曰校本甲本的是 13 行 24 字，周曰校本乙本
是 13 行 26 字。与朝鲜活字本的形态完全不同。尹春年的书册刊行的习惯通过重新编辑整理，
印出崭新面貌书。尹春年编辑的《金鰲新話》刊本的版式有些极少部分差别，“有界, 半葉
10 行 18 字, 大黑口, 上下內向黑魚尾”。同样大小书上印的字数，若半叶 10 行 18 字的话，
应该觉得字更大，读起来方便。这可能是对《金鰲新話》的特别待遇，也许它的分量不多，所
21

以这样制版也无妨 。至于版心题，各自都在《三国志》、《新话句解》、《金鰲集》中使
用。
《剪灯新话句解》和《金鰲新话》是模写甲寅字系列字体的木版本。这次发掘的《三国志
通俗演义》是使用丙子字刊行的，而与尹春年的其他书册刊本相似的形态，这点可以成为我们
探索此书刊行者的重要根据。
当然前面所说的版式特征，也可以说是当代刊行的大部分书册所共同表现的形式。但是同
一时期从校书馆印出来的活字本或木版本如此相似，起码可以说这些书的刊行者是同一人彼此
相关的人物。新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只有卷之八，如果能发掘其之前后卷册，当时刊行
者如果是尹春年的话，应该会留下某些痕迹，具有自己独特形态的版本因素。

4．结论

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今年初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大体上是
明宗年间 1560 年前后刊行的。如果这样的刊行时期较准确的话，刊行这本书的人到底是谁，
在这样的疑问之下，追踪刊行者的身份。当时较深刻地介入出版界的人应该算是尹春年，他积
极刊行中国文学图书，特别是诗话和小说。通过证明这一点，他除了刊行《金鳌新话》，《剪
燈新話句解》之外，是否还在校书馆使用丙子字刊行了当时从中国新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呢？在出版此书时，他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是笔者的出发点。
宣祖 2 年(1569) 通过奇大升提及，可知《三国志演义》在朝鲜刊行的事实，当时宣祖大
王直接读过这本书的话，此书的活字本在当时朝野上包括国王和朝廷大臣间，应广为所知。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是分为上下的本子，这是与在朝鲜的《剪灯新话》或《剪灯新
话句解》所见的特征相同。“有界半葉 11 行 20 字, 大黑口, 上下內向花紋魚尾”的版式特征
与尹春年刊本的书籍特征较为相似的。明宗年间，尹春年曾任校书馆提调，直接管理出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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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春年 1552 年请求校書館提調宋世珩用木活字本刊行的《詩法源流》的版式写着 “有界, 12 行 20 字, 白口,

上下內向花紋魚尾”，可以看出与小说不同的另一形态。

业，又按照个人的兴趣，曾刊行过诗话和小说。他曾以冬至使副使的身份赴燕京，很可能在这
机会他购买不少中国书籍，其中可能会有包括当时出书不久的周曰校本甲本或更早出現的嘉靖
壬午本。这虽然纯属于推测，但同时我们觉得有充分理由这样推测。今后我们非常期待，能够
收集更直接的证据，进行细致分析，希望韓國的中国小说研究进一步发展。(硏紅軒 2010-8)

[附錄] 尹春年生平及出版年表(案)
字 彦久, 號 學音, 無心道人. 著 <學音稿>
1514 [中宗 9] ( 1 嵗) 出生, 本官坡平, 父參判尹安仁
1534 [中宗 29](21 嵗) 司馬試 合格
1543 [中宗 38](30 嵗) 式年 文科甲科 及第
1544 [中宗 39](31 嵗) 賜假讀書
1545 [仁宗 1](32 嵗) 尹元老 彈劾上疏, 乙巳士禍. 司諫院 正言
1546 [明宗 1](33 嵗) 兵曹佐郞, 檢討官, 修撰,
1547 [明宗 2](34 嵗) 吏曹佐郞, 弘文館修撰, 檢討官, 弘文館副校理,
1549 [明宗 4](36 嵗) 弘文館副校理, 持平, 司憲府掌令
<剪燈新話句解>校書館刊行, 林芑注釋, 宋糞木活字本, 尹春年积极支援（佚失）
1550 [明宗 5](37 嵗) 掌令, 宗簿寺僉正, 議政府檢詳, 議政府舍人, 弘文館副應敎,
弘文館應敎, 掌令
派遣到湖南任災傷御史, 请求全羅監司(觀察使)南宮淑刊行 《詩家一指》
1551 [明宗 6](38 嵗) 司憲府 掌令, 書籍鋪 設置 建議, 司憲府執義, 弘文館典翰,
京畿御史, 司憲府掌令, 兼知製敎春秋館編修官
《詩家一指》和 《文筌》等, 令全羅都事金瀷完成
刊行金時習的《四遊錄》中的《遊關西關東錄 》
约此时，刊行金時習《金鰲新話》5 篇 編輯 (大連圖書館)
1552 [明宗 7](39 嵗) 弘文館直提學兼藝文館應敎, 司諫院大司諫, 弘文館副提學,
《文筌》木版本 刊行, 尹春年序文(1552 年 5 月), 註解(1552 年秋)
《文斷》刊行, 拜托南原府使赴任的姜昱, 尹春年写序文(1552 年 6 月)
《詩法源流》, 木活字本, 木版本, 拜托校書館提調判書宋世珩刊行
《詩法源流》也有乙亥字本 (澗松美術館)
在弘文館職時请求明宗从燕京购买《木天禁語》

1553 [明宗 8](40 嵗) 大司諫
1554 [明宗 9](41 嵗) 大司憲
为淸白吏朴守良举行葬禮
1555 [明宗 10](42 嵗) 校書館(芸閣)提調, 禮曹參判
《木天禁語》, 校書館提調 尹春年请求上提調(都提調)鄭士龍刊行
《詩法源流》也同時刊行
1557 [明宗 12](44 嵗)作为冬至使(正使李名珪)的副使燕行, 有可能購入書冊
1558 [明宗 13](45 嵗) 漢城府判尹, 吏曹判書, 禮曹判書
此年春天 由燕京回國，三月向國王報告燕行情況
1559 [明宗 14](46 嵗) 吏曹判書, 校書館提調
<剪燈新話句解>上下卷, 校書館木板刊行, 滄洲(尹春年)訂正, 垂胡子(林芑)集釋,
卷末林芑跋文. 尹春年积极支援刊行 (奎章閣所藏本)
1564 [明宗 19](51 嵗) 正憲大夫, 刑曹判書, 藝文館提學
<剪燈新話句解>上下卷, 木版本, 滄洲(尹春年)訂正, 垂胡子(林芑)集釋,
卷末尹春年跋文 (日本內閣文庫本-林羅山筆寫)
1565 [明宗 20](52 嵗) 由於尹元衡失势，尹春年被革職
1567 [明宗 22](54 嵗)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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