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
侯云灏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 众流竞进, 异彩纷呈。 众多史学流派的存在, 是此期的一个

独特现象, 抓住这一特殊现象进行研究, 对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全面认识和 21 世纪未来
史学发展趋势的展望, 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的研究, 已陆续有
一些力作问世, 令人欣喜。① 但是, 没有专门从史学流派这一独特视角立论, 来研究中国现
代史坛, 又留下一些遗憾。 笔者不揣谫陋, 草成此文, 以求教于诸位专家。

一、史学流派的客观存在及其划分
20 世纪前期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50 年。关于此期史学流派的划

分, 标准不一, 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意见有冯友兰提出的疑古、信古、释古说, 后来被齐思和
采用②; 有钱穆提出的传统派 ( 记诵派) 、革新派 ( 宣传派) 、科学派 ( 考订派) 之划分; ③ 有周
予同提出的史料派、史观派划分; ④ 还有许冠三提出的史学新义派、考证学派、方法学派、
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等划分。⑤ 这些划分各有道理, 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史学的理
解和把握, 颇具卓识。然而, 也有不少问题。比如: 疑古派并非一味地疑古、破坏, 也有建设
的一面, 且不说破坏自是建设的必要环节。 顾颉刚解放后倾全力专治《尚书》
, 目的即在于
重新建设可信的上古史, 是始于疑而终于信。考古派、信古派也都有疑古的一面, 释古派更
是兼具三者, 有疑、有考、有解释。 至于史家的具体历史认识, 是疑、是考、还是释? 更是说
不清。就史料派、史观派之划分而论, 就更有问题了。因为史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 史观又
是史学研究的灵魂, 两者缺一不可, 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 必须于两者均有极高的造
诣, 才能取得大成就。 假如各执一端, 说史料派没有史观或用不着有史观, 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乾嘉诸老, 举手投足之间也都是贯穿着某种通识在里面的, 也是有史观的。像戴震、钱
大昕这些大家, 甚至对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等都有极高的素养。至于说史观派, 要想有
所建树, 更离不开史料,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在冯氏和周氏分派
方法影响下的许冠三也难免顾此失彼。 至于说传统派是记诵, 考订派是科学, 而革新派的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华

东师大出版社 1991 年版;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 1949 年 10 月。
③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 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第 3 页。
④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学林》
第 4 期, 1940 年 2 月。
⑤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上) ,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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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只是一种宣传, 问题就更多了。
20 世纪前半期学派林立、异彩纷呈, 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到底如何概括这些学派, 是
按照地域、学术宗旨、学术阵地, 还是根据对中国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把握, 几种划分标
准, 各有利弊, 莫衷一是。但是, 这些学派又亟待总结, 与其强以综括, 倒不如以史坛原来的
局面, 就事论事, 把事实先摆出来, 等待将来继续研究。本着这个原则, 我们初步认为, 此期
的中国史学流派大致可分为: 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南高派、考古派、国粹派、食货派、保守
派、史料学派、生机史观派、生物史观派、战国策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等 12 个学派。

二、各史学流派的学术概貌
新史学派 新史学本是相对于旧史学而言的, 在这里, 新史学是指 1902 年梁启超《新
史学》
发表之后, 以“史界革命”
为职事, 区别于封建旧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这个学派是诞
生最早, 对 20 世纪前期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中国史叙论》
、
《新史学》
、
《中国历史研究
法》
及《补编》
、
《清代学术概论》
等论著, 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史学家, 梁启超确实开近代新史
学之先河, 是新史学的奠基人和代表。梁氏提出“史界革命”
, 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基础上,
对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价值进行了重新界定, 建立了新史学的基本框架。 他认为
中国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 是以帝王个人为中心的君史, 不是反映人群竞争团结之道的
民史, 否定了旧史学的道德伦理标准, 批判了封建的正统思想。 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史学
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问题。他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 谓所研究之事物也;
主观者, 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 和合二观, 然后学问出焉。 史学之客体, 则过去现在之
事实是也, 其主体, 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 则其史有魄无
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① 从认识论的角度初步解释了历史学的性质。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上
以叙述人群进化为宗旨, 通过这些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 史学要想成为科学, 要揭示人群
进化的规律, 必然要吸取如哲学、社会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积极成果, 特别是要借鉴统
计学方法于历史研究。从价值论上看, 梁氏认为可以借过去之进化, 指导未来之进化, 可以
使后人“循其理, 率其例, 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② 梁启超以其崭新的近代史学观念, 再加上
他笔端常带感情的流畅语言, 对后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古史辨派 1923 年, 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上, 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
古史书》一文, 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宛如投石击水, 掀起了史学界的轩然大
波。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罗根泽、童书业、吕思勉等人, 以疑古相砥砺, 以《读书杂志》
为主
要阵地, 对“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的古史体系, 进行系统的怀疑, 与信古派展
开了激烈地论战。后来, 顾颉刚把这些论辨文章和信函编辑成册, 以《古史辨》
名之, 交由朴
社出版, 共 7 册 9 本, 故称这个学派为古史辨派或疑古派。顾颉刚是北大胡适的学生, 胡适
于中国现代史学以其实验主义的方法和科学观念, 对时人影响颇大。 胡适的治史方法: 一
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追求传说的演变, 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特别是他

① 梁启超:《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② 梁启超:《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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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假设存疑的思想, ① 实际上, 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数人采用
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有三层意思: 一、时代愈后, 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二、
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我们在这上, 即不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
况,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②。要做三种书以辨清伪史源、伪史例、伪
史对鞠。 他们的工作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打破古史人
化的观念,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史辨派胡、钱、顾的史学观, 有所承受, 不过更进
一步作大胆的思想罢了。 但其研究的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 而且停留于纸上谈兵,
古史辨结果成了古书辨。同时, 他们也免不了有若干主观的成见。③ 不久就引起信古派和
考古派的批评。
南高派 这是在与疑古派论辨中产生的一个学派。 以柳诒徵、缪凤林、刘扌炎藜、郑鹤
声等为代表, 这些人大都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 故称南高派, 因其以信古为中心, 又
称信古派。 该校的《史地学报》
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信古派坚持以先儒的学说和经典的常
识, 竭力反对“离经叛道, 非圣无法”
的疑古学说。柳诒徵认为古今共信之史籍, 古圣先贤从
未怀疑过, 今日岂可妄诬轻疑, 将古书一概抹杀。他说:“今人读古史动辄怀疑, 以为此为某
某作伪, 此为某某增窜, 嚣然以求真号于众; 不知古人以信为鹄, 初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
世。若谓始善考史, 昔之人皆逞臆妄作, 则由未读古书, 不详考其来历耳。”④ 并且讽刺疑古
派失之肤浅, 疏于读书, 甚至要他们“去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
, 然后再来议古。⑤ 刘扌炎
藜自称对古史应采取“参之以情, 验之以理, 断之以证”
的态度, 不要妄自怀疑。⑥ 他们的治
学方法, 主要是继承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 采取考信于六艺的态度, 对历代儒家
传播的经典深信不疑, 皆作为史料看待。选择史料以古为尚, 认为只要找到了史源, 有了最
早的记载, 就不烦考而信矣。 柳诒徵还在其《中国文化史》
中, 集中阐发了他最有代表性的
三代至上的文化史观。 信古派食古不化, 被胡适讥为“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
护士”
。⑦ 显然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了。但是, 信古派成员大多以维护传统自居,
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 向疑古派发难, 也是对当时民族虚无主义的必然反应,
是一种消极的抗争。
考古派 对疑古派提出质疑的不只信古派一家, 考古派也有委婉的批评。考古派以王
国维、李济为代表。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 被陈寅恪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曰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
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⑧ 王氏是第一位运用甲骨文考证古史的学者。他对于史学不
愿意加入历史方法论的论争。在《古史新证》
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上古之事, 传说与史实混
而不分。 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 与传说无异; 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 二
①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胡适文存》
一集, 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以下均此版, 第 280 页。
② 《古史辨》
第 1 册, 第 70 页。
③ 参见蒋祖怡:《史学纂要》
, 正中书局 1944 年渝版, 第 109 页。
④ 柳诒徵:《正史之史料》
,《史地学报》
二卷 3 期。
⑤ 参阅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26 页。
⑥ 《读书杂志》
13 期, 此处转引自《胡适文存》
第 2 集, 第 74 页。
⑦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胡适文存》
第 2 集, 第 77 页。
⑧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
,《国学论丛》
第 1 卷, 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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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易区别, 此世界各国之所同。”针对疑古派, 他说:“至于近世, 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
伪,《纪年》
之不可信。 而疑古之过, 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
之精神, 不无可取; 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
疑古不等于将传说一笔勾销。 他
论述自己的方法道:“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
我辈因得据于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 亦
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 惟于今日始得为之。”① 李济从事于仰韶文化的研
究, 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 于是地下的史料由甲骨而扩大到铜器、陶器及其他, 由
“甲骨”
的名称, 扩大到“小屯文化”
、
“白陶文化”
的研究。②。考古学派对于古史的态度审慎
而不肯轻易下判断; 既不轻疑, 也不过信, 以二重证据法, 求得证据, 建立可信的古史系统。
国粹派 1905 年初,“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 出版《国粹学报》, 设立藏书楼, 并准备
建立国粹学堂, 在学术界广泛开展活动。次年 6 月, 章太炎出狱, 宣布要“用国粹激动种姓, 增
进爱国的热肠”③。并在《民报》
连续发表宣扬国粹的文章, 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 自任社
长, 主讲国学, 发行讲义, 与国内的《国粹学报》
遥相呼应, 形成一股强大的国粹主义思潮。 团
结在这股思潮周围的人, 组成国粹派, 其主要成员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马叙伦等
人。国粹派谈学术而兼涉革命, 史学是其主要内容。章太炎说:“国粹以历史为主。”④ 国粹史
学批判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 对历史多有歪曲, 无信史可言。 但他们批判旧史学与新史学派
的过激言论不同。章太炎认为, 中国旧史学尽管有弊端, 但它源远流长、体例完备、记叙周详,
远较其他国家为发达。并不能一笔抹杀。在他们看来, 新史学应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
导, 应重视国民全体的社会进化史。他们借旧史中“夷夏之防”
的种族思想, 宣扬民族主义, 反
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粹派的这种民族思想更加强烈。强调史学的目的在
求真之外, 应有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
说:“国之有史久远, 则亡灭
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 四夷交侵, 王道中绝者数矣。然猾者不敢毁弃旧章, 反正又易。藉不
获济, 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 足以待后。 故令国性不堕, 民自知贵于戎狄, 非《春秋》孰维纲
是? ”
孔子不有《春秋》, 前人往往不能语后人, 后人亦无以识前; 乍被侵略, 则相安于舆台之
分。《诗》
云:“宛其死矣, 他人是偷。”
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⑤
食货派

食货派是指团结在《食货》杂志周围的一些学者。《食货》半月刊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创刊, 陶希圣任主编,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停刊, 共出 61 期。同时还成立有食货学

会作为一个松散的学术团体组织。 这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背
景下问世的。 该刊的宗旨是: 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
的人, 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 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史学不是史料的单
纯排列, 史学也离不开史料。 史学要有理论、方法的指导, 但理论、方法不能代替史实。 声
言:“把方法当结论, 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 并且不是正确的方法。”⑥ 强调理论和方法非先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
,《王国维文集》
第 4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 页。
② 转引自蒋祖怡:《史学纂要》
, 第 111 页。
③ 章太炎:《演说录》
,《民报》
1906 年第 6 期。
④ 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
,《章太炎全集》( 四)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366 页。
⑤ 参阅蒋祖怡:《史学纂要》
, 第 112～ 113 页。
⑥ 陶希圣:《食货》
半月刊, 第 1 期,《编者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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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充分的史料, 不能证实, 不能精致, 甚至不能产生。 食货派诞生在 30 年代社会史大论
战之后, 既是论战的一项积极成果, 又把论战引向了深入。 他们比较早地重视社会经济史
的研究, 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保守派 以钱穆为代表。 钱氏在 30 年代中期所撰《国史大纲·引论》
中, 把现代史学
分成传统派 ( 记诵派) 、革新派 ( 宣传派) 、科学派 ( 考订派) 。认为传统派主于记诵, 革新派急
于革新, 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科学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
面, 路径较近, 博洽有所不逮, 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 无意义, 乃纯为
一种书本文字之学, 与当身现实无预。革新派治史为有意义, 能具系统, 能努力使史学与当
身现实相结合, 能求把握全史。然革新派之于史学, 急于求智识, 而怠于问材料。甚至于对
于二三千年来积存的历史材料, 也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 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 曾无
一顾盼之价值矣。 因此, 对于历史, 即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 也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
他们对史实往往一无所知。所谓系统, 也不过是空中楼阁。随使史学沦为宣传改革现实之
工具。 而他主张“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 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
材料中出头, 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 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①。 但是他对旧史学一味颂扬,
对以往历史抱有一种恒具之“温情与敬意”
。② 而且把对封建旧史学之应有的批判视为一
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中国旧史学在钱穆眼里简直完美无缺, 封建社会真该传诸万世而不朽
了。 所以, 直到他身后, 著作的出版仍坚持采用竖版繁体字、纪年也不用公元纪年。 因此,
我们把以他为代表的史学派, 称为保守派。
史料学派 傅斯年 1926 年从德国回国以后, 先是在广州中山大学建立语言历史研究
所并出版周刊, 1928 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他号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主张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 没有材料便不说话。材料之内发现无遗, 材料
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声言史学便是史料学, 以史料为中心, 号召史语所同仁,“上穷碧
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开始了大规模地搜索史料的工作。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旨趣》
一文中, 他进一步提出:“( 1)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 便进步。 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
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 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 便退步。…… ( 2) 凡一种学问能
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 不能的便退步。 …… ( 3)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
具的, 则进步, 不能的则退步。”在文章最后, 他提出三个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
‘仁义礼智’
和其他主观, 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 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
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
学之正统在中国! ”③ 以史语所为核心,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为主要阵地, 在傅斯年的
领导下, 史语所同仁从事田野考古发掘, 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到民间进行方言调查和采风,
开展集团式研究, 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史料学派。
生机史观派 以朱谦之为代表, 流行于 30 年代。 朱谦之服膺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新
生机主义思想, 对历史学有新的理解。他认为历史著作, 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 都充满着战
①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
② 钱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国史大纲》
, 第 1 页。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傅斯年全集》( 第 4 册) ,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年版, 第 256～

258 页。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

·33·

争的故事, 都是无关社会生命的事情, 是“堆积”
起来的, 那不是历史。历史应该是“( 1) 叙述
进化现象的; ( 2) 叙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的; ( 3) 叙
述一种生机活泼的动物——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 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同人
类的现在及将来。”历史就是“由原始而现在而未来的不断的生命之流”
。① 他把历史分为
“堆积”
的历史与“进化”
的历史。认为变化之为总和的、偶然的, 曰“堆积”
; 变化为全体而有
互相关系者, 曰“进化”
。“历史的意义即取决于它是‘堆积’
的, 还是‘进化’
的, 前者是物理
的变化, 后者是生机体的变化, 所以历史必须像自然界的蛙卵一般, 合于生机主义, 而后才
有历史的意义可言。”② 由此, 朱谦之认为“历史的原动力, 决不在于施行残忍政治和激成
民族仇怨的强权阶级, 或少数的英雄; 而在全体社会的知识线上的活动的体相。”③ 又说:
“本能在人类历史中是头等重要的原动力”
。④ 在他看来, 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于社会内部
的生机力。 朱谦之的主要代表作是 1926 年泰东书局出版的《历史哲学》
和 1935 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文化哲学》
。
生物史观派 以常乃德为代表。 常氏认为, 人类社会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 是生
物进化的一个必要阶段。社会进化的轨迹和模式, 受生物学法则的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的法则, 同生物演化的过程一样, 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 1) 家族社会阶段, 亦称血缘关系
为中心的社会; ( 2) 部落社会阶段, 社会是酋长制; ( 3) 民族社会阶段, 已有政府、国王和复
杂的民族意识; ( 4) 国族社会阶段, 即近代式的国家社会, 其特点是国族意识及国民性成
熟。⑤ 以生物进化史比拟人类社会。 由此,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常氏看来, 是民族性,
“民族性为支配一切历史动态之总原因”, 是“整个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具有规定全体文化
形态及性质的能力。”⑥民族性就是国民性, 就是整个国民的嗜好、习惯和趋向, 它是一种
集团精神, 其本身即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环境之抽象的综合的代表。 这种民族性 ( 国民
性) 受先天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种要素的影响, 其中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常氏宣扬生物史观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唯物史观。
战国策派 亦称文化形态学派, 产生于 40 年代, 以林同济、雷海宗为代表。 他们运用
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认为文化像有机体一样有生、
长、老、死的过程, 与此相应的, 文化经过封建时代、列国时代 ( 包括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
代) 、大一统帝国时代, 然后走向衰亡。 他们认为历史文化是多元的, 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
的地域是各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 文化发展是有规律的, 不同的历史文化, 拥有共同
的形态, 共同的发展规律; 正因为不同文化有共同形态、共同的发展阶段, 所以, 不同文化
虽各有独特性, 但又是可以比较的。根据这一原理, 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两周论的说法。
他们不局限于学术理论的探讨, 更重在针对现实问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灭亡中国的
背景下, 这些学者也为此开出了自己的“处方”
, 认为抗战时期就是大的战国时代, 要有能
为战国之战的一切本领, 中国文化能否获得新生, 全都在此一战。为了宣传他们对历史、现
① 朱谦之:《历史哲学》
, 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 第 10 页。
② 朱谦之:《历史哲学》
, 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 第 63 页。
③ 朱谦之:《历史哲学》
, 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 第 23 页。
④ 朱谦之:《历史哲学》
, 泰东图书局 1926 年初版, 第 147。
⑤⑥

常乃德:《生物史观与社会》,《常燕生先生遗集》
第 2 卷,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 第 501～ 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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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学术、政治的种种主张, 林同济、雷海宗等人 1940 年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
1941 年停刊, 共出 17 期。1941～ 1942 年又在重庆《大公报》
办《战国》
副刊, 共出 31 期。因

而被称为“战国策派”
, 曾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学派而遭到批判。 这个学派的代表作有《中
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
《文化形态史观》
等著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本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924 年李大钊《史学要论》出

版, 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出的史学理论著作。李氏认为:“历史就是
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① 早在 1920 年所写的《唯物史
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一文, 是李大钊的另一篇重要论文。 该文对历史本体论、认识论、
动力论、价值论均有论述, 认为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
的结果, 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并初步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 对未来的共产主
义社会进行了展望。② 1930 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出版, 此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奠基之作。郭氏运用甲骨文、金文等材料, 以确凿的证据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
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而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 确立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
究的指导地位。此后, 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均
有力作出版。 到 40 年代,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已成熟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主流。 唯物史观
的基本原理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1892 年英文版导言中所
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 我希望英国的体面
人物不致于过分感到吃惊。 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
会的经济发展, 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 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③ 它包括人类社会历史有规律发展的理论即五种生产方式
理论, 历史动力理论, 历史创造者理论, 阶级分析理论等。

三、史学流派的演进特点与几点分析
我们所列举的 12 个史学流派, 并不是本世纪前半期史学流派的全部, 但大部分已包括在
内, 并具有典型性, 可以基本概括此期的史坛。从这 12 个流派来看, 有这样几个特点: ( 1) 学派
繁多, 异彩纷呈。 从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到释古派 ( 包括唯物史观派等) , 以对历史的态度或
对历史的观念上说, 几乎无所不包。 从历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史料、史观的关系上说, 有史料
派、史观派, 也有史料、史观并重派。从当时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上看, 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
社会改良主义、本格森的生命哲学、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
主义、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鲁宾逊的综合史观等等, 琳琅满目, 应有尽
有。而且在史学领域, 均有相应的反映。从史学的阶级属性上说, 有资产阶级新史学, 也有守旧
派史学。 从史学的专业领域上说, 有专重政治史的, 有专重文化史的, 有专重社会经济史的, 也
有偏重思想、学术史研究的, 还有偏重理论、方法研究的。 除此而外, 还有一些小的流派如动力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史学论集》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99 页。
② 《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 14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 2 版, 第 704～ 7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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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学衡派、文明史学派等等。① 他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有的虽不是
纯史学流派, 但所谈内容又离不开史学。种种现象都说明, 本世纪前半期史学流派繁多, 异彩纷
呈。 ( 2) 众流竞进, 昙花一现。流派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因为这些学派的老家, 多在外国, 涌入
中国之后, 忙于经世济人, 而这些流派的创始人, 多到中国来过, 并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 泰戈
尔、杜威、杜里舒等, 这些名字一度成为中国学人崇拜的偶像。 而中国人为了寻找摆脱困境之
路, 正有饥不择食的欲望。这种背景助成了那些学说的众流竞进之势。然而, 这些学说及其在中
国的传人, 很快成为过眼烟云、昙花一现。比如, 生机史观也仅仅是朱谦之写了一本
《历史哲学》
后, 一两年之内就销声匿迹了。生物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都不超过五年。这又构成中国史
学流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 3) 这些流派几乎全部是舶来品。 对梁启超影响大的有浮田和民、
坪井九马三、孔德、李凯尔特等, 影响王国维的有叔本华、尼采和孔德等, 影响章太炎、刘师培等
人的是斯宾塞、孔德, 影响胡适的是杜威, 影响朱谦之的是本格森、杜里舒, 影响林同济、雷海
宗、常乃德的是斯宾格勒、汤因比, 影响傅斯年等人的是兰克、莫姆森 ( 蒙森) , 影响李大钊、郭沫
若等人的是内田银藏、马克思、恩格斯等等, 不胜枚举。 ( 4) 30 年代以后出现的史学流派, 多反
对唯物史观。30 年代以后唯物史观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 显示出巨大威力, 引起许多
人的恐慌和反对。 比如常乃德专门写了
《生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
一文, 处心积虑, 极尽贬
低唯物史观之能事。常氏认为生物史观是纯粹由科学观点出发的, 而唯物史观却使用黑格尔的
玄学演变来的辩证逻辑, 故未脱尽玄学的窠臼。 贬低对方, 抬高自己,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另
外, 如民生史观、生机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 也都把理论的矛头指向了唯物史观。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流派有上述一些特点。 特点即是特有的倾向, 特点极处即是
问题所在。那么, 从史学流派及其特点这一特殊视角来看, 这 50 年的中国史学存在哪些问
题呢?
第一, 为什么此期学派林立, 却难于以一个统一的标准划分呢? 这 12 个学派以地域、
杂志、宗旨等不同标准划界, 头绪紊乱。 而各种划分本身又存在很多问题。 造成这种境况
的原因大概有: ( 1) 这些学派各有所宗, 并且都是些洋学说, 本来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没解
决好, 有的学派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 还没有彻底成型, 有的学派其宗旨并不清楚, 就消失
了。 学派存在时间短暂, 来不及找准自己的定位。 也给后人的认识造成了困难。 ( 2) 各学
派虽各有所宗, 但都是为了在中国的大地上救世济人, 所寻觅的妙药良方, 都有经世的目
的。 要经世就要政治上有所依附, 使思想学说变成行为实践, 学术之争实际上就变成了政
治斗争, 使本来就不甚清楚的各学派,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3) 今天, 我们研究得不够、认识
水平的局限, 也是造成对史学流派把握不准的重要原因。
第二, 为什么对外来思潮如此贪婪的吸取、急不可耐? 19 世纪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传统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地动摇, 价值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失落。20 世纪初民国的建立, 虽
然推翻了一个清朝的封建皇帝, 但社会的陈旧势力, 人们的思想、学术、价值观念并没有发
生多大的变化。旧的打破了, 新的尚未建立起来, 就在这种文化真空中, 各种外来思想如潮
水般涌入是自然的, 而急不可耐地贪婪汲取亦是不难想象的。
第三, 众多学派昙花一现, 说明了什么? 历史上凡“舶来品”
, 都有中国化的问题, 谁本
土化得好, 谁就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史学如此, 文化发展的规律亦如此。文化发展、现代
① 参见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 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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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建立, 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 自我欣赏, 当然不行; 但是, 不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
壤, 今天萨特、明天杰姆逊、后天是后殖民主义, 像万花筒一样, 不独不是正确的途径, 并且
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事, 发生在成长中的一代青年身上, 就更值得我们忧虑、警
惕。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几个国家近 20 年, 深谙于中西文化, 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说, 文化
发展必立足于本民族的土壤, 必不能认贼作父, 自乱其统绪。① 这是多么深沉地感慨和忠
告啊! 立足于本国实际, 扎根于民族的沃土, 又具有宇宙之光的普照, 才能开出健康、娇艳
的花朵。 生物史观、生机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等等, 其学说未必没有合理的内核, 为什么昙
花一现? 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 这 12 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讲到了规律, 不管是社会进化的因果关系, 生产方式
的有规律更替, 还是以生物有机体比附人类社会, 都或多或少, 或重或轻地在讲规律, 为什
么?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这不能不说到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了。世纪初, 从新文化运
动的“赛先生 ( 科学) ”
、科学救国、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胜利到实证主义、科学史学, 直到本
世纪前 30 年, 考证史学独霸史坛, 形成史家不搞考据即不足齿诸史林的局面, 足见科学主
义思潮对中国影响之大。华裔学者郭颖颐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一书, ② 对此
论述颇详, 此不赘述。
历史学是一种科学, 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性, 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 抓不住这
一根本任务, 就没有完成历史认识的全过程,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 我们必须明确反
对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考订学的做法。 但是, 科学主义登峰造极, 其负面影响就渐次显露出
来。 就史界而言, 讲规律、讲考据、讲必然性过多, 忽视了历史解喻、史家主体意识、史学理
论、历史运动偶然性和多彩性的一面, 忽视了历史学的艺术性建设。 这种负面影响到本世纪
后半期,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便凸显出来, 成为史学界议论和建设的重点, 新时期以来许多史
学现象均是对这种负面影响的反拨。 这是必然的。 其实, 历史学从其本质上说, 既要立足于
扎实的资料基础上, 做科学的考订工夫; 又要有史观, 有对历史的全局把握, 要有很高的理论
修养和哲学眼光。 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 泥古不化, 必须古为今用, 阐发历史的意
义, 做艺术的建设。这几条不可偏废。关于这一点有人做过精彩论述:“历史学家是一个民族
的生理学家, 又是病理学家。 他所作的史书, 是根据解剖术所得的诊断书。 这就是历史学同
其他社会科学发生密切关系的原故。虽然历史作品如同诊断书, 可是不能用诊断书的形式出
之。 所以历史学是一种科学, 也是一种艺术, 而总其成者, 还是一种哲学呢。”③
第五, 大体说来, 史料派比史观派取得的成就多, 更有价值, 尤其是在今天看来。 原因
是什么? 王国维以其对甲骨文的破释, 以地下出土遗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对上古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先后对安阳殷墟进行十几次
发掘, 获得了大量甲骨片和遗物, 从而给上古史排出了大致的谱系。 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
理, 奠定了明清史研究的坚实基础。 对各地方言、民俗的调查, 又开方言、民俗学研究之先
河。顾颉刚、胡适也以扎实的史料, 推翻了伪古史体系。相比之下, 朱谦之、常乃德、林同济、
雷海宗等人, 传世之作却不多, 致使史学界对他们的名字感到比较陌生。这说明, 史观派一
①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 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唯科学主义》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刘节:《历史论》
, 正中书局 1948 年初版,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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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于历史体系的建设, 疏于问材料; 二忙于为现实服务, 现实境况一变, 即成过眼烟云。 更
说明,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若不充分占有史料, 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艰苦的科学考订工
夫, 没有砖瓦, 基础打不牢, 高楼大厦是盖不起来的, 建起来也是空中楼阁。因此, 史料派总
是告诫人们重视每一条史料, 以存一星半点历史之真, 而实际上这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工
作。从这个意义上说, 史料派的每一项工作都有其意义。因为他们给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
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 还应指出光有史料, 没有史观甚至排斥史观, 也是不行的。唯物史
观的崛起, 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斐然成就, 正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史料
学毕竟不是历史学, 考据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唯有在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下, 科学地分析
史料, 从充分占有的大量史料中引出结论, 才算完成了历史认识的全过程, 也才是正确的
认识, 也才有意义。 更何况, 史料派本身, 包括傅斯年本人甚至乾嘉诸老都不是没有历史
观, 只是他们不自觉地在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 前一阵子无论是对史料派, 还是对史观
派, 忽高忽低地评价都是不合适的, 都没把握好握在手中的这一支史笔。
第六, 为什么各学派把攻击的矛头都对准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派力量不但没减弱, 反而
愈来愈强大、影响也日益深远呢? 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并非偶然, 原因很多, 但以下几点我以为
是很重要的: ( 1) 有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导。 有了正确的历史观, 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才能驾驭
史料、把握历史的进程。否则, 史料愈多, 人们愈会感到手足无措。( 2) 有扎实的史料积累, 并
且不断有新史料的发现。王国维、郭沫若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成绩, 就说明了这一点。( 3) 史学
必须关注社会。古人说:“知今不知古, 谓之盲瞽”
;“知古不知今, 谓之陆沉”①。史学研究的根
本目的, 是为了人类的现在和将来, 考古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今。史学只有关注社会, 才能获得
内在的生命力。 ( 4) 学术理论的完善, 正是在论战、斗争中取得的。各种史学流派的诘难, 充
当了砥砺真理的魔鬼。正是在论战中, 唯物史观派以开放的心态, 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 不
断地发展自己, 才日益得到完善的。 其实, 这是学术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 违背这一规律, 就
等于把自己锁在铁屋子里, 闭目塞听, 也就窒息了自己成长的生机。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 是中华民族逐步走向独立的历史。 前 30 年, 由于西方帝国主
义国家危机四伏, 无暇东顾, 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短暂的白银时代。在这样一个
经济相对繁荣, 政局动荡不定的特殊背景下, 学术思想却步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
代。史学界出现了学派林立、众流竞进的局面。
“九·一八”
事变后,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
这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国人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 民族主义思潮再度燃起, 此期史学
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及其边疆地理研究计划书, 典型
地反映了这种转向。 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把手中的笔变成了刺向敌人的投枪。 史学
开始强调致用、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 获得了赖以发展的内在动力。
史学与社会日益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史学家也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奔走呼号声
中, 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 作者侯云灏,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生)
( 本文责任编辑: 陈启能)
( 本文责任校对: 于 沛)
① 王充:《论衡·谢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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