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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徐秀丽

摘 要: 19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

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

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

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

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

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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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的争论，不但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双方壁垒分明，论辩色

彩浓厚，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通过争鸣，论辩双方厘清

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

之争，“革命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范式”问题的出现

“范式”( paradigm) 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 1962 年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

的结构》中引进的学术语言。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当这种主导范

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既能解释支

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此时科学革命就发生

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显

然，这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过去 30 多年中就范式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对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异，

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理论和方法”，有的视作“不言自明”的信念，有的认为是“一种解释模式”，有

的大略等同于“学科体系”。不管如何定义，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具有本质性，不

是枝节问题。在关于范式的讨论中，相关学者基本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而且，参与

讨论的双方均不否认自己属于对方所定义的范式共同体，虽然也都认为用以概括其所属范式的名词

并不恰如其分。
这样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外来概念，颇为顺畅地被在不同语境中从事史学研究的持不

同意见的学者所接纳和发挥，这看似奇特的学术因缘，放回到 1970 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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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难理解。
李时岳于 1980 年初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曾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提出了中

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

梯”论) ，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① 不过，这篇文章并非空

谷足音，而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下，史学界竭力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

神枷锁，力图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一目标和追求的一

个缩影和代表。黎澍在总结 1979 年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

辑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 它的目的是在

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

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

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

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

“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与黎澎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

的概括不仅内容一致，连表述也非常接近。李文对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作了以下阐述:“前一阶段孕育

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 后一阶段

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

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③

李时岳本人曾说，自己的提法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有学者

据此将其归为相对更重视革命的“后革命范式”。但早在“范式”争议出现之前，就有学者评论道:“四

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 徐按: 同样源自库恩的著作，是“范式”曾经的译法) ，但

这一提法“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

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

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

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

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

弃整个规范。”④也就是说，这种对中国近代史“主流”和“基本脉络”的新看法，对于原有解释体系而

言，具有颠覆性。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

强有力挑战。⑤

这种新的解释路径出现之初，学术界正处在黄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

( 的) 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⑥的状态，就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而言，

也可以说，是处在“新东西”已经出现，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

1980 年代初翻译出版，适逢其时地与史学研究的转向产生共振，为史学研究新趋向的概念化提供了

适用工具，从而使这个从西方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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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范式概念归纳中国近代史的新方向，不仅限于中国学者，美国的相关研究者也采用了同一概

念。这一方面显示了“范式革命”的强大穿透力，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具有普

遍性。相关讨论的国际性在提升其学术意义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点留待后文再

讨论。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张亦工很可能是最早将“范式”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学

者，①但他的学术贡献却未引起相关讨论者的注意。此个案亦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汲取学术资

源时的“眼光向外”倾向( 张本身的学术资源同样来自“外”) 。
1988 年，张亦工已采用库恩的概念( 当时的译名是“规范”) 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趋

向。他敏锐地观察到，“近几年的研究情况表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正处在研究规范发生某种变化的

过渡时期”。“自 1979 年以来，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传统规范已经面临一些新的规范性认识或理论挑

战。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关于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基本观

念，众说纷纭，这使我们预感到一种重要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研

究者的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规范有所不同的理论、原则或概念，它们还

不成其为完整的规范，只能称为规范性的认识或理论，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新的

规范。”对于“传统规范”，作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 对于正在形

成的“新规范”，作者尚未命名，且认为不止一种，譬如有些学者主张从社会史视角研究近代史，有些

学者主张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都体现了与传统规范或多或少不同的思维方法。不过作者明确指

出，“四个阶梯”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② 由此可见，后来发生的范式争论，在 1980 年代末

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稍后两位海外中国史研究者( 黄宗智、德里克) 用中文发表的相关论文，结束了这种“无以名状”

的状况，不但明确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对立，而且指出中国近代史中存在“规范( 范

式) 危机”。他们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明朗化、概念化，争议也随之

出现。黄、德两人文章的学术背景或包含中美两国( 黄) ，或主要针对美国学术界( 德) ，并不专以中国

的史学界为对象，不过，由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两

文不仅广泛传播，而且在中国学者中接受度极高，其间又出现并非不重要的理解偏差( 主要指对德里

克的文章)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偏差，提升了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提升了争论的尖

锐度。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中文版发表于 1993 年，英文原文

发表于 1991 年。中文版“编者按”指出，原文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可见美

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面临重要转型。黄文将中美两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同样的“规范认识危

机”中。他指出，在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困境是:“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

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

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但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

史整体中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这使青年学者对

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

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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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在回复笔者询问的邮件中说，他在 1978 年出版的《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
源》一书中提到了“范式”，指的是“唯物史观”。“如果唯物史观被视为一种如托马斯·库恩在解释科学知识的进
步时所使用的‘范式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会更容易被评价。”直到 1990 年代，他才明确提出
“革命”和“现代化”两个范式的转换问题。他还说，其他美国历史学者( 包括非中国史领域的学者) 也没有更早使
用这一概念。
参见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64、63 页。



黄宗智的文章并未直接针对“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反，他明确指出，他所指的“规范

认识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

学术研究。”他所理解的“规范”比一般学者宽泛得多，是指“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

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
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①他的分析是深刻的，所举例子也易于

接受，典型的如“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贯穿于中美两国学界的“共同信念”。确实，研究者对

于这样的联系习焉不察，往往把它看成是不言自明的，黄则提醒这样的“规范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个

人的研究也长期致力于解构这样的“信念”，并屡有创获。
黄的“危机”说在中国学者中引起共鸣，而与范式争论更直接的则是德里克的文章。德里克在

1995 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新趋向定义为“现代化范式”，使张亦工所谓

“正在酝酿之中”的“一种重要变化”找到了比较恰当的概念表述，也使相关学者明确了自我定位。因

此，评论学术史的学者一般将范式之争追溯到这篇文章。
但是，迄未引起注意的是，对德里克文章的解读存在两个重要的偏差。第一，将德氏之文解读为

针对中国史学界现状而作。其实，德里克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文章一开始即指出，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我的讨论是针对美国当今的汉学界，在次要一些的程度上，它也与欧洲汉学界

有关”。作者称他虽然“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但

“由于这种感觉更多地是基于印象，而不是基于全面考察”，他“将不对当代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作

直接的评论”。② 不过，德里克学术上的谨慎似乎未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在借用其概念的同时并未作

必要的语境分析。第二，更为重要的误解是，认为德里克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

在取代“革命史范式”( 徐按: 原文的译法是“革命范式”) 。这一成为后来“两个范式”之争主要焦点

的提法，就德里克的原文而言，其实有相当的距离。德里克从“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解释途径的消

长解读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他指出，“现代化范式”在二战之后“统治了美国与欧洲社会科学

的思维，也支配了对中国的理解”。到 60 年代后期，这一范式受到革命范式的挑战，③在随后的 20 年

里“革命范式煊赫一时，以至现代化论者也觉得必须将革命( 与社会主义) 纳入现代化论之内，作为对

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发展模式”。1980 年代中期之后，同样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 首先当然是社会

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波折) ，革命范式受到美国学界质疑，相当程度上被抛弃，新的研究趋向接

续了“现代化范式”的脉络。在德里克看来，与革命在历史叙述中丧失中心地位的同时，新的趋向因

“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尚不足以形成新的中心，“危机”由此而生，

即，“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这一危机，虽然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

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但解读为“革命史范式”的危机，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说“革命范式”面临被

抛弃的“危机”，“现代化范式”则面临对历史事实和既往研究不能融会贯通而且“没有任何有分量的

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的问题。德里克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指这种“缺乏挑战的状态”。④ 毋

宁说，“范式危机”是史学界共同的危机。文章更未提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

·34·

徐秀丽: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①
②

③

④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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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135 页。
阿里夫·德里克在这篇文章中未指出这一挑战的具体内容，只笼统说“由于全球范围的发展”。黄宗智在上引
“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明确指出与对越战的质疑有关，因为原来的主导范式( “西方冲击”论，与德里克概括的
“现代化”范式同义) 被认为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服务。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致。他们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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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香港) 1995 年
春季卷，第 141 页。



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观点。
德里克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总结美国的学术史，这一概括，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提供了基本合用的观

念工具，同时也引起了两个范式之间的激烈争论。

二、“范式”之争的基本内容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就“范式”竞争而言，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

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 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

包括革命”。以此为主要坐标，双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

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均曾引起激烈争论，可以说，近

二三十年内，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均发生过

争论，观点截然不同。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范式”本身的问题，对于实证层面的讨论不展开; 另，现

实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近代史学界的争论从来存在不同方向的“溢出”，这使观点聚焦产

生困难，但本文将尽量在学术脉络上进行讨论。
1．“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
革命和现代化，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两者是否有轻重之分? 熟轻熟重? 双方均认为

自己的理解更为本质。
“一场革命史”的提法更多地出于其他学者的判定，而非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的自我认定。被认

为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指出，“革命史范式”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因为在“革命史范式”下产生

的代表性史学著作，都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更不“以农民战争为主线”，这些著作在重点关注和

重点叙述革命史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嬗递、民族关系等内容，也没

有忽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在这种叙述框架下，革命是“主线”和“基调”，但不是“唯

一”。不过，鉴于“革命史范式”的概括“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

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相关学者表示愿意采用这个提法。①

产生于革命和战争环境的革命史观，把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线。范文

澜在 1950 年代曾经说过:“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

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 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 。”胡绳在这个时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

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② “革命”无疑是中国近

代史的第一个关键词。以革命史为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被归纳为“八大事件”、“三

次革命高潮”。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

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

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

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相关学者对以革命史为中心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当性作了以下概括性阐述: “因为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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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

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

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

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①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现代化范式”这一归纳同样有所保留，认为

“现代化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或许有一天人们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取代它”。② 从现代

化理论的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

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③“现代化范式”的内涵界定非常

宽泛: 近代史研究以“现代化”为基本概念; 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

化;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从事的革命化( 民族化) ; 为实现自由平等而进行的民主化; 为争取

社会文化进步而进行的理性化启蒙运动”等为基本框架; 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

步、民族独立等为评判价值，纲举目张，来架构近代史的模式。这就是说，近代史就是一部一代代中国

人探索、争取、实现这些价值标准的“现代化史”。④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

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

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

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

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⑤

由中国近代史是否是“一场现代化史”的讨论，衍生出中国近代是否曾经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化运动”的论辩。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从“现代化”因素的产生、成长、波折、趋向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

这一基本认识从事实层面受到挑战，对方提出中国近代未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有

学者指出，从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经济现代化看，前 80 年，从洋务运动开始，先后创办的近代官办工

业不过几十家( 含军事工业) ，民办资本工业不过几百家; 农业方面，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原封未

动，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后 30 年，主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几年，现代化经济虽有

所发展，但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0% 左右，而且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

钢产量不过 55． 6 万余吨，中国仍旧是一个粗放的传统农业大国，也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

动。如果从政治上考察，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了若干新事物，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政治

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然而，对于这些政治运动，“新范式”的研究者评价并不一致，并未描绘出现代

化发展的连贯图景。⑥ 从史学研究的实践看，则认为迄今未出现有分量的依据“现代化范式”写成的

中国近代史论著。
面对质疑，“现代化范式”学者主要从价值和事实两方面加以反驳。前一方面，他们借用台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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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话说:“中国百余年来努力于致富致强，努力要求民主政治，努力于人人自由平等，说中国的近代

史便是现代化史，谁曰不宜?”①后一方面，则指出了在现代化史观指引下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

详细列举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开拓了诸如对近代中国商会、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系统研究; 对晚

清新政、改革措施、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中外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 对世

界史上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以及社会文化结构

变迁的研究等许多新领域”，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则指出 2003 年前的 20 年中，“已经有了可观的

成果。仅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来看，就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涉及对中国现代化全过程和分阶段、分
过程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等，专题论文更是难以计数”。②

2．“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论争的双方都对对方作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并在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

留了一席之地。
主张用“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并不笼统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

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

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③ 从现代化视角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用经中国学

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

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④

问题在于，“现代化”视角只能作为“革命史范式”的补充和校正，而且，“革命史范式”可以而且

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视角和内容。相关学者明确提出，自己对“现代化范式”所不赞同者，“是以‘现代

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

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⑤“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

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

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

智者所不取”。⑥

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政功能，“革命

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历史研究在这一范式之下所取得的成绩，为

所有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所共同承认。“现代化范式”肯定“革命史范式”在史学史上的合理性及

其在这一范式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 30 年代以后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现

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不满，在于“由于只存在一种研究规范，往往抑制了重要的不同学术见

解，因而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具体而言，“传统规范注意到的问题受到特别重视，一般都有

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传统规范忽略的问题往往不被研究者注意，与传统规范有重要区别的学术见解通

常会受到排斥或抑制”。⑦ 这是非常中肯的批评，正如黄宗智所说，范式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

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论者指出，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导致“史学家观察的局限”，从而“难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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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认识失误”，这一失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即使当时尚无革命条件和革命力量……其二，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

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

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①“现代化范式”则更具包容性，它主

张把“革命史”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包括革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

释框架。
“现代化范式”有较强的理论建构意识，形成了包容性极广的解释体系。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

是: 中国( 也包括东亚各国) 近代存在三大矛盾: 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

生产方式与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

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引发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
现代化。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 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

都指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

转换。“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

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

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②

这一“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

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

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三、范式并存与互济

前已述及，“革命”与“现代化”确是中国近代史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内容，因此，两种范式的相互包

容具有客观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学者亦均尊重对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位置。
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

和完善。
“革命史范式”是受到挑战的一方，其代表性学者的反思和重新建构相当自觉和努力。在“革命

史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承认这种范式存在着诸多缺陷，吴剑杰概括为“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

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 徐按: 指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

年中国》丛书) 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③ 在

总结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时，张海鹏做了以下评语: “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史

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显示了其理论的卓越之处，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为本

质核心的东西。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当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

创新的制约也是存在的，虽然这绝非初创者的本意。主要表现在: 由于过分强调从政治角度来铺叙

中国近代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则相对忽视; 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势

必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

性公式’。”④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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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反思的同时，“革命史范式”致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再生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提到胡绳、刘大年这两位“革命史范式”的主要建构者的思考及其研究实

践。① 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 年再版序言中，胡绳对于此时学界较为热衷的现代化问题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他明确指

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义。这自然不能理解

为作者对革命史范式的放弃，因为接纳一个主题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另一个主题。事实上，胡绳强调

的是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两大课题”，对于这两大课题之间的关系，他的表述如下: 现代化必须和民族

独立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民族独立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必要前

提。以首先解决现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近代中国的恶性循环被证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只有

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也就是说，民族独

立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由于学术背景以及在学术体制中所处位置的有所不同，刘大年的学术特质更为鲜明。他很早即

重视对经济史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晚年对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和脉络多有精微阐发，并

尝试从新的角度对历史问题作出解释。他反复强调“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指

出这两个问题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 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②与胡绳的“先后”说略有不

同，刘大年更重视两者的互动，认为它们互为条件，并且把“革命”和“现代化”包纳到更高层次的“民

族运动”中。他指出，“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从

这个角度看历史，是不是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一些”。③ 笔者不认为晚年刘大年对革命史范式的基本态

度是“坚守”、“捍卫”，④而是“整合”、“创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民族运动”对两种范

式的包纳并未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刘大年的努力超越了单纯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的视角。显然，

“两个基本问题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同。胡绳、刘大年这两位近代史大家晚年在学术上的不懈探

索，以及以理服人的学者风范，对“范式”争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建设性的学术

争鸣树立了典范。
在“革命史范式”进行自我调适和完善的同时，“现代化范式”也在修正自己的表述。董正华指

出:“由于史学家受主体认知能力的限制，所能获得的对历史整体的真知只能是相对的。这些都很让

史学家困惑。合理的‘解决’办法恐怕只有一个: 承认不同见解、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合
理性和合法性。”他明确表示:“‘现代化’不过是已有和将有的众多新‘范式’之一而已。‘现代化范

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自定或被定于一尊”，并呼吁“在围绕史学趋势、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

‘范式’的讨论中，需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⑤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

此加以详细申论，“总而言之，史学家所选择的众多路径、取向或‘范式’，是可以兼容、互济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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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学观点、史学流派相互间应当宽容、共处。对因理论和方法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不必急于达成

‘一律’。史学研究不断涌现新的‘范式’和多种‘范式’并存，史学界出现不同的流派或‘学派’，是史

学走出‘危机’和萧条而重新步入繁荣的征兆，也是有利于史学理论研究繁盛的好事。”①相关学者的

学术用意，由初期的“包括革命史”，调整为范式共存;“不是反对革命史，而是反对以革命史为唯一解

释模式”。
可见，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

共存，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从而体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

学科的建设性价值。

四、结 语

从源头上看，无论从“革命”还是从“现代化”的角度书写中国近代史，都与解释现实和服务现实

相关，②而“现实”的主要方面，是中国近代在内外交迫下国弱民穷的事实。“救亡”是双方的共同诉

求，“革命”和“现代化”则被视为救亡的两大取径。即使在远离历史现场的海外中国近代史学界( 此

处主要指美国学术界，它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 ，同样存在着从革命史角度和从现

代化角度解释中国近代史不同流派的倾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

研究范式的变化。“范式”概念虽来自域外，针对的无疑是自身的问题，连中间有意无意的“误读”，也

在显示了取用者或批评者的主体性，因为“革命史范式”在中国史学界受到的挑战是实实在在存

在的。
用来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界定人文学科的学术流派，显然具有局限性。科恩认

为，范式的出现是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一门成熟的学科只有一种主导性范式，“范式革命”即是以一种

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取代解释能力已然不足的旧范式。他认为，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尚未形成

范式;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绝不可能出现范式革命前后科学家眼中的“鸭子”变成“兔子”的情形。③

显然，对于将“范式”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卷入“范式”之争的学者有其自觉。在“现代化

范式”初现端倪时，张亦工即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打破‘一道而同风’的大一统局面，形

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不同规范的并存和竞争，以促进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深化人们对近代

历史的认识，这是时代对历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④张文意在打破一统，鼓励竞

争，丝毫没有“取代”之意。德里克在被认为引起了两个范式之争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一文中明确

表示:“显而易见的是，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

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据此我认为，在史学领域，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是既无可能又不可

欲的。”⑤十多年后，德里克再度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很难说一个可以取代另一

个范式的范式就能解释更多的事件。即便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范式也并不容易被另一个范式所

取代，而无论其在解释证据方面的超越性要求多么有可能令人信服”。就中国史学而言，讨论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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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或许更有意义。①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看，正是“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

“取代”、“排斥”、“包括”，不但成为范式之争双方的归趋，而且成就了史学研究的洋洋大观。
但决不能因此认为，这种“扩散”、“并存”、“互济”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既然称之为“范式”，当

然有其区别于其他范式的独特解释体系，新范式往往形成对旧范式的冲击和挑战，旧范式则容易成为

压抑新范式的保守力量，“并存”局面下也仍有“主导”的问题，加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现实形成紧密

的互动，“相互接纳、彼此扩容”的达成并不容易。只要回顾一下“范式”之争中的复杂和曲折，便可体

认这一点。本文在最化约的意义上讨论“范式”之争，未涉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脱离社

会整体环境讨论近代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不可能是准确的。但笔者仍然

认为: 范式之争的建设性价值应得到重视; 持不同范式的学者之所以能够逐渐更注重范式的并存与互

济，得益于整体上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参与讨论的学者( 尤其是代表性学者) 的学术深度、学术远见

以及对于学术立场的持守。
关于近代史“范式”的争论，是 198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关注度颇高的

学术争论，这一争论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它对于史学领域的拓展、史学内容的丰富、史学解释的多

元，尤其是对于“现代化范式”的“脱敏”，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不能把新开拓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都直接归功于现代化范式的采用，但现代化范式所起到的“破除”和“解放”作用，确实有助于这些成

果的获得。而革命史范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

成果丰硕，对“革命”的关注重新返回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视野。事实上，离开“革命”，便无法全面贯通

地阐述中国近代史。还有学者注意到，“革命史范式”自身的内涵已经悄然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革

命”叙事中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放弃，“阶级叙事”逐渐向“民族革命叙事”转

移，而“民族革命”叙事对于统治阶级的种种“现代化”努力能予以理性看待，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排

斥，甚而可以兼容互通。② 事实证明，这两种曾经相互对立的“范式”，具有通过彼此竞争相互扩展边

界、相互接纳以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解释能力的弹性和空间，更有积极意义的是，融合两种范式的

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正在相继呈现。
我们也应该注意，除了“革命”和“现代化”这两种范式，中国近代史还存在从更多的侧面解读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直接卷入范式争论的学者并不多，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本学科长期被忽略

或未被重视的方面，许多研究无论与“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无直接的关联。近几十年来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解放思想”大背景下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例外，理论论辩并不突出，更引

人注目的是学者所谓“见之于行事”的实证研究取向。对于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20 世纪末以来，学

者对理论的兴趣持续减弱，③而范式的争论也已基本止歇。这既符合史学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也为近

代史学科获得更充分的学术性所必经。自然，理论的关切不会消除，范式的争论也未尽充分，对于中

国近代史的不同解读，今后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再度展开。不过，由于“范式”概念本身的局限

性，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而其中继承的一面会日趋重要，相关理论讨

论可能不会再在“范式”的名义下展开。
本文修改过程中，承德里克、郑师渠、赵庆云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他们同意笔者的所有观点，因此，表明“文责自负”仍是必需的。

( 责任编辑: 邱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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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power of China and the U． S． A． from 1990 to 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has improved constantly，and the relative gap with the U． S． A． ，the most powerful and most well devel-
oped country in the world，has been narrowed down very fast． But on the other hand，China still has a lot of po-
tential and space in enhancing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Basing on the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na-
tional power，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ath of improv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in the future．

The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Xu Xiuli
Since adop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t the end of 1970s，China has made a few adjustments re-

garding its national goals，which correspondingly triggered the paradigmatic shifts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Originated from the study of natural sciences history，the concept of paradigm delicately fits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the new era． Nevertheless，there are some deviations in using the concept par-
adigm by historians both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s the two dominating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revolution
paradigm differs from modernization paradigm in two ways: first，i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history of revolution
or a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Second，should the researcher take the approach of revolution accommodating mod-
ernization or vice versa? Academically speaking，this arduous debate ultimately gave rise to a constructive con-
sensus，i． e． different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should diffuse，coexist and be mutually com-
plementary instead of replacing，excluding and encompassing each other． This consensus had positive bearings on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field．

Discussion on the Shao Xian from the Biography of Gao Yun of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Li Wansheng

There is a fact that has being not almost known about the Shao Xian( 邵县)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Xian was set up at the 4th year of Huang Xing( 皇兴) period ( A． D． 470 )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or lat-
er，then was repealed at the 4th year of Tian Ping ( 天平) period 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 the third year of
Da Tong［大统］period of the Western Wei Dynasty，A． D． 537) ． The Xian was under successively Shao Shang
Jun( 邵上郡) of Huai Zhou ( 怀州) ，He Nei Jun ( 河内郡) and Shao Jun ( 邵郡) of Si Zhou ( 司州)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and Shao Jun of Dong Yong Zhou( 东雍州) in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The Shao Shang
Jun was set up at the 4th year of Huang Xing perio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was merged into He Nei
Jun at the 18th year of the Tai He ( 太和) period ( A． D． 494 ) and was set up again at the second year of Xiao
Chang( 孝昌) period ( A． D． 526) ，which was named Shao Jun． After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divided into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and Western Wei Dynasty at the third year of Yong Xi( 永熙) Period ( A． D． 534) ，Shao
Jun was a military stronghold of the border area of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The Western Wei Dynasty carried off
the Shao Jun from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on the third year of Da Tong Period and maked it into an extremely mil-
itary strounghold，which was in the very critical moment of survival of the Western Wei Dynasty． By the strounghold
the Western Wei Dynasty held the wide area of the east side of the Huang He Ｒiver，and its foundation of standing
firm and power was established． Shao Jun in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was still an extremely strounghold of mili-
tary and played a vital role in its stabilization，development and eradicating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in Beijing Du Lihong

In the New Ｒefor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public health was set up as the function of the police de-
partment． But it had never been efficient and kept up with the world trend． The Christianity and academic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ropagated the new thoughts of the public health，which impacted the institu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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