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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学上
“历史文学”研究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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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白寿彝明确提出“历史文学”的概念以来，对于“历史文学”的研究已有三

十多年。文章就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文学”问题的相关研究，从“历史文学”意识、“历史文学”成就和

“历史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历史文学”研究的发展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史学审美”是

否可以作为这一领域传承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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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 in the Ｒecen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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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on“historiographical literature”has witnessed over thirty years of evolution since Bai Shou － yi pres-
ented“historiographical literature”as a solid concept during the early 1980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this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article is going to do som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three aspects，name-
ly the consciousness，achievement and theory of“historiographical literature”． In the meantime，a prospective of the develop-
ment in this realm will be presented as to whether the creative succession of this topic can be preceded by“historiographic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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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著名史学家白

寿彝提出的一个史学概念，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

内容之一。三十多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

文学”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同时，围绕中国古代史学中

叙事方法、行文风格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涉及“历史

文学”的范畴。本文旨在对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中

国史学界以白寿彝“历史文学”概念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成果稍做总结和思考，以有益于“历史文学”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来说，客观发生的历史是以史家在其所撰史书

中之历史记载的形式保存并流传下来的。中国史学历

来重视史书撰写的语言表述，历代史家对史书撰写的语

言表述也有诸多理论上的探索。而“历史文学”概念被

明确提出，并引发学术界进一步的讨论，是现代史学发

展的结果。

较早明确提出“历史文学”概念的是白寿彝先生。

早在 1960 年代初，白氏在《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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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遗产》等文中，就提出要进行历史文学遗产的研

究①，只是尚未明确“历史文学”的概念。直到 1981 年，

在《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文中，“历

史文学”的概念才被正式明确和完善。白氏认为，历史

文学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

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是历史著作中对历史

的文字表述②。此后，在主编的《史学概论》、《中国通

史》、《中国史学史》等著作中，都专门设立章节阐述历史

撰述中的“历史文学”，反映了他对“历史文学”的重视。

文学领域和史学领域都十分重视白寿彝提出的“历

史文学”概念，纷纷围绕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学”概念的

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进行研究、讨论。文学领域“历史文

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近些年来，已有

不少论文发表，亦有专著问世。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对历

史文学的独特性探讨; 从文学角度解读历史名著，形成

“史记学”、“战争文学”、“传记文学”等研究门类; 历史

题材文学作品与历史的关系，这类研究往往结合当下影

视、小说等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对历史的改编而展

开; 梳理总结历史文学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成就，如《文心

雕龙》、《文史通义》中对“文”的探讨，以及西方相关著

作的评介，等等。这些属于文学史的内容，本文主要考

察的是中国史学界对“历史文学”的相关研究。

白氏在不同阶段对史学上的“历史文学”概念的表

述有细微差别，主要有:“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③、
“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④、“真

实历史 的 文 字 表 述”⑤、“有 一 定 艺 术 水 平 的 历 史 记

述”⑥等。这几种表述方式，在文字上稍有不同，但其核

心都是强调史学家的历史记载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

性”，从而确定了从史学领域探讨“历史文学”的内涵。

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文学的研究，

以其研究对象，可初步概括为“历史文学”意识、“历史文

学”成就和“历史文学”理论三个方面。

二、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文学”意识

所谓“历史文学”意识，是指史家主体认识到史书中

文字表述的重要性，对文字表述的呈现提出要求，并以

此作为评价史书及史家的标准之一。中国史学上的“历

史文学”意识出现得很早，并且随着史学的发展而逐渐

成熟。此前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文学的研究，都

已经涉及中国“历史文学”意识的内容。如，注意到孔子

对文字表述的看法，“辞，达而已矣”⑦，“言之无文，行而

不远”⑧，孔子对撰述文辞有辩证的认识，文章“唯以能

信达地表述思想为要”，同时“优美的文字表述，是著述

和思想能否永远流传的关键”⑨。这也表明，中国古代

的历史文学意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萌生。

有的学者认为《左传》评价《春秋》“微而显，志而

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瑏瑠，《春秋》的“语

言、内容、著述方法、社会作用都讲到了”瑏瑡。也有学者认

为，这实际上是“《左传》对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尤其是

对史书文字表述的认识”瑏瑢，实际上强调了《左传》作者的

历史文学意识，并因之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它“以

极高的语言能力和文学水平对春秋时代的历史进行了传

神的表述”瑏瑣，“富有文采，语言生动，文笔流畅”瑏瑤。
《史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

文学作品，历代名家都对司马迁的历史文学意识和《史

记》中的历史文学成就有所评论瑏瑥，从而引起了中国古

代史学对历史文学意识的阐发和追求，如东汉班彪称赞

司马迁及其《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瑏瑦。张桂萍认为，司马迁对文

字表述有非常高的审美要求，而司马迁本人又有高度的

文字修养瑏瑧。《汉书》中的历史文学意识也被学者称赞，

“语言典雅，长于叙事; 刻画人物，栩栩如生”瑏瑨。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专门针对史学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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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提出“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是对史书撰述文辞

的肯定。卢东兵认为，刘勰“对文字的表述方法详加论

述”，比刘知几“更早地提出了中国的历史文学理论”①。

还有学者将《文心雕龙·史传篇》与西方古典学者卢奇

安的《论撰史》进行比较，分析刘勰的历史文学意识②。

学术界对范晔历史文学意识的关注表现在对其史

论的研究上，瞿林东认为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

雅，笔势纵放”。他还评价陈寿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

述方法进行“实录”;《三国志》叙事简洁，展现出陈寿的

史才③。这也是对范晔、陈寿历史文学意识的肯定。

刘知几的历史文学意识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学者

们认为，刘知几很重视史书的语言表达④，他的《史通》

包含对历史文学的评论⑤。刘知几提出历史文学的基

本原则是“实录”与“简洁”，遵行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

“史识”的高低⑥，他还对文质关系提出认识⑦，这些都

体现了其具有相对成熟的历史文学意识。

瞿林东对北宋史家吴缜所讲的“事实、褒贬、文采”

进行论述⑧，认为这鲜明地表现出吴缜的历史文学意

识。吴怀祺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发扬和重视历史

文学的传统”⑨，使之成为传世佳作。还有学者提出，洪

迈注重评论《史记》、《汉书》的文字表述之美⑩，是其历

史文学意识的表现。顾炎武的历史文学意识也为学者

所强调，周文玖总结，顾炎武主张辞主乎“达”，即准确、

生动、传神，而不在于繁简瑏瑡。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更为成

熟的历史文学意识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汪杰认为，章

学诚比刘知几的历史文学理论前进了一步瑏瑢。施丁指

出章学诚的历史文学理论是为了“救弊”，重视对不良文

风的批评，并提出了“清真”和“文胜于质”的观点瑏瑣。朱

政惠、陈勇对于章学诚历史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进行整

理，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文”，包括“文字的表述形式”;

章氏认为史家撰史需要“讲究为文技巧”，但是更需要

“明道经世”的宗旨瑏瑤。周文玖指出，章氏的历史文学追

求的最高境界是“神明变化”瑏瑥。

从孔子到章学诚，从春秋战国到清代中期，中国古代史

学上的历史文学意识在不断发展。研究者注意到的历史文

学意识，大致有三种情况: 有的是从史家自身的史学著作的

撰述文辞中显示出来，还有的是从史家对他人著作的评论

中揭示出来。当然，史家撰述的理论著作直接对历史文学

理论进行的论述，更是其历史文学意识成熟的表现。

三、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

在“历史文学”意识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史学家在

历史文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研究成果主要围绕

《国语》、《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

鉴》等史书，从人物、战争、场面等方面进行分析。

史学著作中的人物描写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文

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历史文学成就最突出的表现。
《国语》在语言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受到学者关

注。毛丽认为，《国语》中的语言，有铺陈，亦有概括，成

功塑造了齐桓公、管仲、重耳、狐偃等人的形象瑏瑦。汪受

宽认为，《左传》用极少的笔墨，通过语言、动作和心理活

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曹刿和鲁庄公的对话、华

父督见孔父之妻的美艳等，都将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栩

栩如生瑏瑧。张晓松认为，《左传》作者将自己的理想寄托

于所塑造的人物身上，用补叙、追叙的手法来写人物瑏瑨。

学者评价《史记》不仅记述人物的功过，而且写出了

其性格特点，以便读者走入其内心世界，如项羽、刘邦、

李斯等人物的刻画已经深入人心，同时很多重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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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得以反映出来①。《史记》对人物语言和对话的描

写也十分出色，王春光认为，《史记》通过记对话，写出人

物的性格及双方心理活动，比如樊哙在鸿门宴上与项羽

的对话、刘邦和陆贾的对话等②。

许殿才认为，《汉书》在写人物方面擅长用讽刺的笔

法刻画反面人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③。《资治通鉴》善

于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比如智伯引水

灌赵中，“肘”和“履”二字表现出魏桓子和韩康子与智

伯同床异梦的心理，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④。

学者们对“历史文学”成就的研究，也集中于对史书

中战争描写的评价。

其一，优秀的战争描写能给予读者身临其境的直观

感受。陈以鉴认为，《左传》“叙述战争过程细致而曲折，

绘声绘色，生动逼真，条理井然，使人读后有亲临其境之

感”⑤。《史学概论》还分析了《资治通鉴》描写战争的方

法，指出它善于写战争前的策划、战争中的防守、战争中

的奇袭⑥。三种方法的使用，丰富了战争的整体形象，对

战争中人物的描写，也丰富读者对战争的想象。张晓松

认为，《左传》就是将写战争与写人物结合在一起的⑦。

其二，战争描写还使读者对战争性质有深层次的把

握。《左传》善于通过把握战争的性质、双方的特点来写

战争的全貌、来揭示胜败的原因⑧。这种观点得到其他

学者的赞同，陈以鉴认为，《左传》重视通过写战争的性

质、写敌对双方政治与军事的特点、以及双方力量的对

比与变化，达到生动地描写战争全貌的目的⑨。

其三，对战争的记述可以反映战争同政治、社会的

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左传》着重叙述对春秋局势有较

大影响的战争，并且也注重政治战略思想对战争的影

响⑩。陈以鉴认为，《左传》往往把政治状况的好坏视为

战争胜负的关键瑏瑡。张君尧认为，《资治通鉴》中事件、

人物、谋略等各种因素融合叙述，气势上下贯通瑏瑢。

对于史书场面描写方面的成就，学者们也有研究。
《史学概论》中有很多该方面的内容，如，《左传》记晏婴

和叔向论齐晋政治形势、郑子产坏晋之馆垣一事，展现

出特定的历史画面; 《史记》善于把关键时刻写得热烈、

充实、富于变化;《资治通鉴》中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则反

映出唐与回纥和好的热烈气氛瑏瑣。在研究场面描写方

面的历史文学成就时，往往将其同人物、战争描写的成

就结合在一起。如汪受宽认为，《左传》善于用简洁的语

言描述紧张的战斗场面瑏瑤。

研究者总结“历史文学”在叙事方面的成就之外，还

评价史论方面的成就。陈以鉴认为，《左传》中常以“君

子曰”等形式，对史实和人物直接或间接发表评论瑏瑥。

白寿彝撰专文论述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议论方

法瑏瑦。对于范晔《后汉书》中的史论，尤其是类传史论，

瞿林东认为写得“笔势纵放”，有很多精彩之处瑏瑧。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在语言表述上极为出

色，历史文学成就在对人物、战争、场面等叙述上都有丰

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使读者得以进入过去的历史中，同

时，史家在叙事时抒发的评论，使得读者对历史真相有

更深层次的认识。这种史论可以在叙事中呈现，也可以

是专篇的宏论。

四、“历史文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文学上有丰厚的遗产，而古代

史学理论著作也将历史文学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论述。
1980 年代以来，学术界非常重视古代史家的历史文学理

论，并且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问题也有理论上的提炼和

探讨，这里概述其中几个重要问题。

关于史文的繁简。白寿彝认为，史文繁简是一个争

论颇久的问题。汉献帝、干宝等都表示出对史书简约的

推崇; 刘知几认为史文繁简和历史条件有关，这是“比较

公平”的认识; 顾炎武提出文辞要“达”，比刘知几的看法

“更加明确”。白氏在此基础上提出，史文繁简不仅是一

个文字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历 史 的 见 解、对 材 料 的 取

舍瑏瑨。有的学者在“历史文学”成就的研究中，探讨史文

繁简问题，比如，汪受宽认为，《左传》的历史文学特色之

一在于“详略得当”，关键在于“对史料的剪裁”得当，包

括对年代的分配、对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对历史事

件、对历史人物的叙述等方面瑏瑩; 张晓松认为，《左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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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极简洁的语言表达出丰富的内涵”，也有“慷慨陈

词，滔滔不绝者”①。李成良、邱远应认为，刘知几历史

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简洁”，他提出的“省句”

和“炼字”是“很有见地的”②。汪杰认为，章学诚要求史

文既要简洁，又要旨意深远，他提出的“清真”的看法，是

要求史文意深而不浅陋③。

学者们在史文繁简问题上大致形成一个共同的认

识，即撰述语言力求简约，且要经过反复锤炼，使之寓意

深远; 而要达到这一点，则需要史家见解深刻，妥善剪裁

史料，需要一定的史学和史识。

关于史论和史事。学者们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文

学记人、记事的成就时，都肯定史家在写人、记事的同时

注意抒发自己的议论。也就是说，学者们都赞成史论和

史事的结合。白寿彝将史论分成三种，专文、夹叙夹议、
“寓论断于序事”，并最为推崇第三种形式。他认为，司

马迁最擅长第三种形式，《史记》很多时候在历史叙述的

过程中就已经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以《淮阴侯列传》

为例，说明司马迁通过对历史的记述，而非对历史直接

评论，就将韩信其人、楚汉局势的变化写得清晰明了。

另外，司马迁也擅长通过两两对照、细节描写的方式，使

读者在读叙事的过程中，得知作者对人物的品评和对时

局的看法④。可以认为，寓论断于叙事是处理历史文学

中史论和史事关系十分成功的方法。

关于文与史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

最初文史不分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史学取得相当多数量

的成就的原因，是一个优良的传统⑤。这是就史书的文

字表述来讲。另一方面，白寿彝强调“文中见史”⑥，也

就是说，某些史书外的文章可以补充史书中对相关内容

记述之缺，这实际上是文对史在史料上的补充和参照。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历史学和文学的学科性质，来讨论文

史关系，认为历史学是包含文学性的科学，历史是史学和

文学共同的主题，因此，厘清史学和文学的边界，认清二

者的密切关联是十分重要的⑦。文史关系一直是学界讨

论非常激烈的问题，就三十多年来学界的研究来看，强调

明确文、史的区别和联系，并合理利用二者的联系，是学

者们都比较认同的看法。重视史料范围的扩充、重视史

文生动撰述的技巧，都是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做法。

关于文与质的关系。所谓文、质关系，也就是形式

和内容的关系。史书的文字表述，与体裁体例一样，都

是史书内容的表现形式。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

论中有关文与质关系的论点作了一定程度的总结。首

先是汪杰认为，刘知几提出了“文质相称”的问题，但他

没有进行深入的阐述⑧。施丁则认为刘知几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论述，刘氏的基本的史学理论是“实录”论，“尚

简、用晦、妄饰”是他提出的基本要求⑨。李成良、邱远

应则认为这三点要求，论述的是语言和史籍的关系，也

是史籍艺术性的表现⑩。章学诚对文质关系的论述被

认为比刘知几更进一步，汪杰认为章学诚的论述是“深

入而全面的”瑏瑡。施丁评论，章学诚详细论述了文与质的

关系，提出了“文生于质”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因质而

施文”、“文必如其质”、“贵得其意”、“文以情至”瑏瑢。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文学成就显著，史家面对这

些成就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提炼和总结，提出了一些有启

发意义的见解。彭忠德认为，历史文学的写作，要“以生

动为贵”，而历史记述是否生动的关键，在于“细节”描

写，对细节的把握，需要掌握“度”的原则瑏瑣。李治亭认

为，文采并非只是文字修辞技巧，而且关系到作者的治

学理念、价值取向、是非标准、好恶判断等的重要问题，

提高文采对撰写一部好的史学著作有着重要的意义瑏瑤。

五、思考与前瞻

在对三十多年来史学界中国古代史学上历史文学

研究情况梳理基础之上，以下尝试着对历史文学的本

质、历史的真实性和史书语言表述的艺术性之间的关

系、历史文学的时代性特点，以及历史文学如何进一步

发展等几个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认识。

孔子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瑏瑥，似可概括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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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本质，也是历史文学问题值得讨论的意义所在。缺

乏文采的文字，是难得广泛而长久地流传的。历史撰述

不仅是史家的，也是大众的。中国史学自古就有“经世

致用”的传统，是史学的社会意义。如何在展示历史真

相的前提下，运用语言表述的艺术性技巧，使用适当的、

生动而准确的文字表述，使更多的人乐于阅读史书、了

解历史，使历史著作得到长久流传，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是历史文学的价值所在。当然，也有些历史著作，文字

表述常有夸张之意，甚至刻意背离历史事实，为了“吸

引”读者而不惜以低俗为荣，使严肃的历史走向娱乐、庸
俗化，应当引起学界和公众共同关注并予以摒弃的。

历史文学有保存客观历史真相的严肃性特征，又需

要文字表述的艺术性加工，那么历史的真实性与语言表

述的艺术性之间如何平衡、统一呢? 白寿彝认为，“历史

文学所要求的艺术加工，以不改变真实的历史记载为原

则”①，具体要求是语言的“准确、凝练、生动”②。有学

者引用范文澜对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看法，提出“切实、

简要、生动”③的基本要求。另有学者强调语言表述的

“准确、鲜明、生动”④。这样说来，“真实”、“准确”、“切

实”是历史的真实性的表现，是撰述的根本原则，而语言

表述的“生动”，则是其艺术性的体现。已有学者指出这

一点，彭忠德认为“生动”是“决定历史文学水平高低的

关键”，而“细节”又是生动与否的关键。细节的真实性、

运用的具体方法和数量等方面要把握好“度”⑤。对细

节“度”的把握，实际上是表述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

的平衡与统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史家在重大史实的

整体叙述上要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 在支撑事件发展

的细节上，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语言表述的艺术性加工，

以便整个事件流畅而生动的呈现出来。

历史文学要平衡、统一历史真实性和语言表述艺术

性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尤其是对史家的素质和修养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历史事实长远而广泛的流传

是否因此而不能实现呢? 答案是否定的。随着技术手

段的进步，历史记载的形式有了多样化的可能，历史文

学同样在与时俱进。

当下，图片和影像成为历史记载的两个重要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上的“左图右史”就是图片记载历史

的典型代表，《元和郡县图志》就是图文互相补充，遗憾

的是图没有保存下来。利用摄影技术拍摄图片和视频，

历史事实得以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并且拍摄成果的流

传形式简单快捷，适合多人共同观看。以新中国的“开

国大典”为例，图片资料( 包括照片和画作) 展现出宏大

的场面和领导人的衣着、神态; 视频资料则将历史事实

生动、永久地记载下来。这些历史记载艺术性的表现方

式，在如今的史学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白寿彝提出的“历史文学”概念，实际包含的范围是

丰富而广泛的。语言表述是历史文学的重要内容，却不

是唯一内容。观察社会历史需要审美的眼光，历史撰述

同样需要审美的眼光。历史文学对记录者、撰述者来

讲，要求其把握住史学自身应有之美，撰写出既真实、可
信，又优美、生动的著作; 历史文学对阅读者而言，是凭

借史学自身之美的独特性，吸引读者阅读，同时获得美

的感受。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从历史文学研

究向史学审美研究的方向发展呢? 就现今研究情况而

论，已经有学者在思考这种可能性了⑥。瞿林东从美学

的视角，提炼出对史书撰述语言表述的要求⑦，其中“真

实之美”是最值得关注的。除了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

外，史书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也应该讲究审美要求，

分别是“秩序之美”和“结构之美”⑧。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史学，既包括了历史文学的主要

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历史文学的范围，这或许可以为

历史文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一种可行的路径。历史文学

与史学审美问题，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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