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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现代性0是在/现代化0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属性, 是对传统社

会的性征/化成现代0的表征。现代性内涵就思想观念层面而言,主要包括线性不可逆的时

间观、民族国家的政治观、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当它们用于认识和解释历史时, 便分别体现

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及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自 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

中国史学研究受到这种内在的现代性取向的强大影响,渗透着浓厚的现代性情结。

=关键词>  现代  现代化  现代性  历史观  历史思考

现代性概念虽然只是到了 20世纪 80、90年代才由西方传入国内,但是, 现代性观念对

中国史学界的影响自 20世纪初/新史学0革命发生时就已开始。本文拟从现代性的概念及

内涵着手,基于/现代性0与历史观的基本关联,结合现代中国史学上的重要理论表述及研究

实践,着重指明 20世纪中国历史思考的现代性情结,提供一个演变史的分析,期望对理解和

认清当代中国史学的观念模式、演变轨迹及其走向有所裨益。

一、/现代0、/现代化0、/现代性0关系辨析

探讨/现代性0与历史观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把握/现代性0的内涵。/ 现代性0是一个

内容涉及广泛而在学术界颇存争议的概念。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视角出发,对其

做出了含义差别极大的界定。不过,从/现代性0与/现代0、/现代化0的关系分析入手,大致

可以约定其一般内涵。

/现代0( modernus)一词, 根据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的说法, 是在中世纪被创造出来的新

概念,用以指称/在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 ,0 º 哈贝马斯依据姚斯在5文学史作为挑

战6一书中的考证,进一步确定/现代0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 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

督教0的当时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0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 可见, /现代0一词在被创造之

初,便具有了既标明不同社会属性之差别又隐含着时间先后关系的内涵。加拿大学者莱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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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此种意义上来强调/现代0最早出现时的内涵: /公元 5世纪拉丁语 modernus用来区

分基督教官方的当下与罗马异教的过去。0 ¹ 从上述学者的考证来看, /现代0一词的最初含

义,是在显示不同社会性征的基础上来表明当下所处时代与刚刚逝去时代的不同。此种意

义上的/现代0起初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而并不指涉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其指向的历

史时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动。当传统社会的性征作为一个整体与现时代的界限愈

加分明时, /现代0便开始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而指向一个特定的社会形

态,即现代社会。例如,黑格尔起初就是把/现代0当作一个具体的/新时代0, 亦即现代社会

来加以使用的, 用以指/大约 1800年之前的那三个世纪0。º

现代社会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现代化0过程。/现代化0是一个从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 即传统适应现代、现代扬弃传统的过程。在历史的嬗变中形成的现

代社会包含着传统的因子。在/现代化0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属性即/现代

性0, 是对传统社会的性征/化成现代0的表征。/现代化0是一个涉及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

方位过程,它包括社会的/现代化0与社会主体 ) ) ) 人的/现代化0。相应地, /现代性0也应包

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性0和社会主体层面的/现代性0。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否则,

没有人的/现代化0与/现代性0转变, 社会的/现代化0与/现代性0也只是空中楼阁。/现代

化0就社会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以及建立在

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物质世界的极大发展。就人的/ 现代化0而言,它在

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世俗化、思维的理性化以及知识的科学化。在上述

社会与人的/现代化0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世俗、科学、理性等价值诉求,构成

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现代化0过程最先发生于西方社会,以上述标准衡量之,西方的/现代化0经历了由文艺

复兴直至启蒙运动约 3、4个世纪的时间。前后相续的两次文化运动与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宗

教改革、自然科学革命、因市场经济体系的扩大而兴起的工业革命, 以及一系列资产阶级政

治革命,共同促成了西方现代社会在 18世纪后期逐渐成型。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属

性,现代性最早产生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伴随着现代化而生,但它不等同于

现代化,而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 它最先产生于西方, 因而带有西方

文明的某些特征,但不等同于西方。伴随着世界各国普遍联系的加强以及非西方社会由传

统向现代的转变,现代性由西方延伸到非西方。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各种文化传统的共同

作用下,现代性内涵逐渐丰富,逐步成型,因而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现代性又具有更广泛

的意义。

二、现代性内涵及其在历史观中的体现

抛开/现代性0因体现于多种文化传统而具有的多样性不论,就现代性内涵的特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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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依据/现代化0的过程及结果分别从时间意识、社会制度特征、社会主体认知三个维

度来加以把握, 进而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将其概括为线性不可逆的时间观、民族国家的政治观

以及科学理性的认知观。当这些现代性观念用以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及进程时,便分

别体现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及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

/现代性0的内涵,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 即线性不可逆的时间意识。这种直线向前、

永不重复的时间意识是从/现代化0的过程,即传统社会不可逆地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时间经

验中获得的。这个转变之所以不可逆, 就在于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性征已

发生了质的改变,无论是在显见的社会结构, 还是在深层的意义结构上都逐渐呈现出比后者

优化的态势。优化的现代社会形成于时间的不断积累与线性延展中。只有在线形不可逆的

时间进程中,现代社会的无限优化才可能被持久期待; 也只有在不可逆的一维的现代时间意

识中,现代性才可能被构想并被感知。如卡林内斯库所言: /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

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 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

来。0 ¹ 由于现代性概念同它得以被构想的现代时间意识之间须臾不可分离之关系,后者实

际上已构成前者内涵的主要部分。

以直线向前、永不可逆的现代时间意识为主要内涵的/现代0观念,是进化史观得以建构

的哲学基础,也是/宏大叙事0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进化史观, 即用进化的观念来解释人类

社会的历史现象。进化的观念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形成之初,启蒙思想家关于历史进程的

哲学表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都是进化观念的系统表达。进化的

观念认为一切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都无一不处于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

的线性进化状态中。此种进化观念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进化史观,只有在线性不可逆的现代

时间意识中才可能形成, 因为无论是在传统的循环、轮回,还是在静止、倒退的时间认识框架

中都不可能产生事物本质上进化、发展的认知。建立在不可逆的一维时间基础上的进化史

观,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复杂历史抽象为一个按照某种动力原则朝着特定方向进化、发展的统

一历史实体。进化史观于此表达的,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目的论色彩的普遍历史观念,它在表

现方式上必然导致一种服务于普遍历史观念的叙述类型, 即/宏大叙事0。/ 宏大叙事0意味

着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以大写字母开头的-历史. ) ) ) 也就是说,全人类的世界历

史0。º 进化史观及其影响下的/宏大叙事0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历史观和叙事模式。

民族国家的政治观是现代性内涵在现代社会制度层面上折映出来的思想观念。现代社

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异首先是显见的社会结构、制度上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以市场经济为

基础的工业社会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以及以家族、神权统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

与以民权、法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不同。吉登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握/现代性0的: /现

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 大约 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

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0 » 吉登斯虽然将/现代性0不恰当地视为出现于欧洲的独特现象,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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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叙述中, 可以反观出现代性所蕴含的现代社会的部分制度内涵,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

济体制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两种社会制度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形成

而建立的。毕竟,以家族、种族或教派为权力核心、以权力垄断为行政特征的传统型王朝或

帝国都不足以提供培育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土壤。所以,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现代社

会的发展必然促使国家体制由传统的王朝或帝国转向以自由、民主为基调、以政治权威的理

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是现代性的催生物,又是现代性得以衍生的社会

载体。¹ 所以,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成为现代性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在历史学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 这一现代性的历史叙事

观在历史编撰学上, 体现为以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著述中心的民族国家史学。º 民族国家

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的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为主要线索, 而

对构成民族国家的全民及其各种活动进行整体叙述的叙事类型。它与以王朝的更替或政权

的演变为叙述主线, 以王室或帝王将相等政治核心及其参与的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

为研究重点的传统史学, 在研究视角及对象上已全然不同。传统历史观将政府、朝廷等上层

权力集团视为历史的主体,同时,将历史的变迁归为某些局部力量, 如君王大臣等政治精英

运作的结果,所以,朝廷、君主等政治集团及精英往往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与之

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认知的主要框架,在此框架内, 历史即为

民族国家共同体内所有族群、国民共同参与的结果,因而,民族、族群、国家、国民等词汇便构

成现代民族国家史学的核心概念,也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区别于传统历史观的现代

性标志。

科学理性的认知观是社会主体 ) ) ) 人的现代性意识在认知方式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与

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异除了显见的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外,还有深层的意义结构的不同,主要表

现为因文化世俗化、知识科学化、思维理性化而造就的社会主体 ) ) ) 人的自由意识的增强。

主体自由及其意识的增强是现代性的标志,它是世俗、科学、理性等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将人

的思想观念从宗教神学、政治权威等传统因素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结果。以世俗、科学、理

性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性0,必定因为增强主体自由而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
式,进而成为一种与传统社会绝然不同的时代精神。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福柯把/现代性0看

作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其所谓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 一

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 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0。» 而哈贝马斯则把
/现代性0视为一种时代精神, 是靠理性原则及其催生的自由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规范。他将

/自由作为现代性的原则0, ¼ 认为现代性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现代性0的时

代是一个/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0的时代, 主要表现在/作为科学的自由, 作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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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0三个方面。¹ 其中, /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0实际

上即指思想与意志的自由。无论是福柯的/态度0,还是哈贝马斯的/自我决定的自由0,都意

味着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认知原则的现代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认知方式,将知识从权威

与习见中摆脱出来, 以科学假说和验证作为知识获取的主要手段。卡林内斯库所理解的现

代性正是这种科学理性的认知观: /现代性既是一种心智结构,也是对知识的一种特定态度

) ) ) 知识是通过假设和验证取得的,求知的过程理想地说应摆脱任何外在权威与体制(包括

科学共同体本身)的专断,同时也应摆脱个人信仰与偏见的固执。0 º 科学理性的这种对待

知识的现代性态度, 在观念上将知识的获取建立在了科学实证的原则基础之上。

当科学理性的认知观被运用于历史认知时, 便形成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科学

主义的历史知识观, 以建立一门如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专业科学性质的/科学史学0或/客观史

学0为旨归,因而具有一种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这是历史知识论的现代性特征,也是

科学理性在历史研究中的体现。» 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以为, 只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审慎

地审查、处理史料,便能够如实地描绘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而且这种描绘如同自

然科学研究一样不会受到研究主体的情感、爱好和偏见等主观意志的影响。/科学史学0的

这种要求以历史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强调历史研究客观性的科学主义认识论,是以研究

主体与客体的严格两分的实证主义观念为逻辑前提的。在这种观念中,主、客两分的实证主

义观念足以确保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知识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历史学是一门发现

历史事实和真相的科学。

三、当代中国历史观的现代性体现

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及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现代性内涵在历史观中

的体现,亦是自 1902年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0以来,指导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历

史观。

进化史观不仅是中国新史家改造传统史学的理论武器, 而且也成为主导当代中国历史

观的理论基石。进化论输入之前,国人对待历史变动的态度, 或者认为世道的变化今不如

昔,如老子向往/小国寡民0,孔子遥寄理想于西周,或者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0, /三王之道
若循环,终而复始0, 基本不出退化或循环史观之外。19世纪末,伴随着以严复为代表的一

批新式知识分子为了变革社会的需要而不遗余力地向国内系统地介绍西方的进化论学说,

进化论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历史观的革命。此后, 进化史观开始成为中国史家认识和解释历

史的观念基础。章太炎曾于 1900年表明其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之一是要/知古今进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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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0。¹ 1902年,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发表5新史学6,向传统史学开战, 挑起/史界革

命0的序幕,倡导历史进化的思想, 为中国新史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影响深远。他在该文中

以进化的视角界定历史为: /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0 º 并在他处指

明: /数千年之历史, 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 进化之世界也。0 » 刘师培也在进化史观的

指导下撰写5中国历史教科书6( 1905 ) 1906年出版) ,将/社会进化之阶级0作为一个重要内

容,并声明/于征引中国典籍外, 复参考西籍, 兼及宗教、社会之书, 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

明0。¼ 何炳松曾于 1920年指出: / 自十九世纪以来, 社会科学, 日新月异, 而要以进化二字

为宗0,并强调/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 史学家之责也。0 ½ 1922年出版的5白话本国史6, 是

吕思勉运用进化史观写作的一部中国通史,他在开篇便阐明其进化史观念: /历史者,研究人

类社会之沿革, 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0¾ 因顾颉刚于 1923年在5与钱玄同先
生论古史书6中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0说, 而掀起的以他为代表、以古史辨伪为学

术旨趣的疑古思潮, 也是在进化史观的激发下兴起的。对此,顾颉刚晚年曾有回忆。¿

2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期里, 在进化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

历史单线进化的思维倾向。20、30 年代所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对于国人认清

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革命性质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社会史论战的主要目的, 是要解决如

何将中国的具体历史进程纳入基于西欧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描

述中去的问题。À 所以,就历史观念层面而言, 这场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单线进化的历史发

展观在解决中国历史实际问题时的反映。这一单线进化的历史思维在此后的中国史研究中

依然可见。Á 80年代中期以后,罗荣渠在现代化研究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

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0,提出了不同于单线进化的历史发展图式, 指明/世

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0, 这为我们思考世界历
史进程中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不同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具有积极的理论意

义。不过,由于它/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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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建国后史学界所持续讨论 30余年的/ 五朵金花0问题,对于促进我国的先秦史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社会民

众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与社会史论战一样,其讨论的目的也是想在中国的特殊历史经历与社会发展规

律的一般性描述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如陈支平所言:中国历史学界所谓/ 五朵金花0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是为了

进一步论证斯大林的历史发展五个阶段论。(见陈支平:5历史学的困惑6 ,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 5 页。) 所以,就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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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视野下和阶级话语下的历史再发现和社会分析。0 ,见温乐群等:5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6 ,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第 3- 4页。

顾颉刚: /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 而战国、

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0见顾颉刚: 5我是怎样编写3古史辨4的6 ,载顾颉刚编著:5古史

辨6 (第一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8页。

吕思勉:5白话本国史6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页。

何炳松:5史地丛刊6/ 发刊辞0 ,刘寅生等编校:5何炳松论文集6 ,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第 6页。

刘师培:5中国历史教科书6 ,5刘师培全集6 (第四册) ,宁武南氏校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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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5新史学6 ,5饮冰室合集6/ 文集之九0 ,中华书局 2003年版,第 10页。

章太炎:5中国通史略例6 ,5章太炎全集6 (第三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29页。



志,并按照大生产力形态演进的主线0, /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 从传统农

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 进行整体性研究0。¹ 所以, 在这种将世界现代史视

为一个按照/大生产力形态演进0机制朝向既定的社会工业化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观中, 进

化观引导的/宏大叙事0的影子仍依稀可见。

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及其规范下的民族国家史学于 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这主要是

在学术救国的社会思潮影响下通过/新史学0革命的方式来促成的。民族国家史学亦由此成

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 世纪中、后期,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与西方民族

国家的竞争、交战中逐渐败阵下来, 在列强势力的侵略、威逼下险入亡国灭种之境地。世纪

之交的一批新派学人将西方强盛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史学的发达,如梁启超就曾指出: /史学

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

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0同理,梁启超认为中国衰败的症结就在于史学

的贫乏,此处所/乏0实指作为/国民之明镜, 爱国心之源泉0的史学。虽然,中国历史记载的

传统源远流长, 其历史编纂学的发达在世界史学史上独一无二, 但在梁启超看来, 传统史家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0、/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0, 以致常为世人所称道的作为中国史学
正统的5二十四史6实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的汇编,它们无益于培育民众的国家意识,因而也

就不可能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0。所以,这样的史学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前途

来说,虽发达而犹贫乏。为了增强中国在同西方国家竞争中的实力, 以使其在世界民族之林

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需要培养和强化民众、群体的国家和爱国意识, 进而从根本上需要对

以朝廷、君王等个人为主体的旧史学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倡导以国家、国民为主体的新史

学,否则国将不国。梁启超正是在这种学术救国的旗帜下高呼/史界革命0: /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0; º 邓实亦云: /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 则中国

永无史矣, 无史则无国矣。0 »

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与传统历史观的区别,在研究对象上表现为以国家、国民为历史

主体,而非传统史学以朝廷、个人为主体;在叙述框架上表现为以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为主

要线索,而非传统史学以朝廷的更替为主线。梁启超、邓实等人在批判以朝廷、君王为主体

的中国旧史学的基础上, 对/史0之定义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提出了历史乃国家、国民、群体的

历史,而非朝廷与个人的历史。在作为/史界革命0宣言书的5新史学6一文中,梁启超批判

道: /吾国史家, 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 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

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0他强调: /所贵乎史者, 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

争相团结之道, 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

然而生焉。0所以, /历史所最当注意者, 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 虽奇言异行,而必

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0¼这种以/人群0为史之主体的态度实际上表达了梁启超的/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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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0主旨,即历史应/为国民而作0 ¹ 的立场。邓实在 1902年发表的5史学通论6中也以一种

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史学,认为/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 而非民史,贵

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0。º 陈黻宸也以/民史0、/公史0

来批评中国传统的所谓/君史0与/私史0: /史者民之史也, 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

也0; » /史者天下之公史, 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0。¼

民族国家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不仅在历史主体的约定上判然有别,而且在历史叙述框

架上也迥然相异。中国传统史学主要以王朝的演变为历史叙述的主要线索, 以朝代的自然

断裂处作为历史分期的界限。与之不同,民族国家史学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下,打破了中

国传统史学的王朝史体系,以民族国家的演进为历史叙述的主线,并以民族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来阐明历史的发展轨迹与变迁大势。如梁启超在5中国史叙

论6中根据中国民族发展的特点及其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历史情状而对中国

史所作的三阶段划分,即为民族国家史学的理论表现。½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也基本是在民

族话语的背景下展开的, 如他所说: /我们对于古史, 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 寻出他们

的系统的异同状况。0¾ 钱穆也是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来钻研历史的,且以思考中华民族的

前途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起点。他曾指出: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0 ¿ 他

常倡言,历史即文化: /历史乃其外表, 文化则是其内容。0 À 而文化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

创造者和生命力之所在: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 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0; Á /民族之抟成, 国

家之创建, 胥皆-文化. 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0所以,

在钱穆看来,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正可体现在它的文化上。正当中国传统文化被

认为已不足应付时局而备受责难之时, 钱穆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追本溯源

中证明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其5国史大纲6即志在探求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并将中国

的前途冀望于此, 认为/ 我民族国家之前途, 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

机0。�lu 在梁启超、顾颉刚、钱穆等人以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倡导及影响下, 整

个 20世纪的通史编撰基本上是国史编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西学0对中国的学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西学0中的/科学0观念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追求/科学化0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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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在学术/科学化0的大潮中,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历史学的/科学化0是中国传统史学向

现代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新史学从一开始便朝着/科学化0的方向迈进, 许冠三就曾

指出: /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 和-科学的历史. 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

学化. ,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 质素为职志。0 ¹ 历史学的/科学化0, 即把

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专业科学性质的学科,它以主、客两分的实证主义

观念为逻辑前提,在排除研究主体主观意志的影响下,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作纯客观的历史研

究,以图获得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实在,这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

这种科学主义的历史知识观在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理论表述与研究实践中表现

得尤为明显。

梁启超在 1922年出版的5中国历史研究法6中,曾表达了以实证主义观念来建设中国历

史科学的设想: /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0欲求得/客观性质的

历史0和/纯客观的史0,则/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 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

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 当如医者之解剖, 奏刀砉砉,而无所谓恻隐之

念扰我心曲也0。º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 胡适是以/科学方法0治史的主要倡导者, 最能体

现其/科学方法0要旨的, 便是/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0, 而其核心便是/拿证据来0的科学

实证原则。胡适认为: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

用上, 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0 » /尊重事实,尊重证据0的/科学方

法0也即胡适强调的/科学精神0和/科学态度0: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

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

不够, 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 方才奉为定论。0¼ 一言以蔽之, /只有证据

的充分与不充分0,才是/信仰与怀疑的标准0。½ 傅斯年不仅接续了胡适/科学方法0治史的
实证主义观念, 而且更进一层,明确提出把历史学建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 /要把历史学

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0¾ 傅斯年认为, /科学0的历史学只是利用自然科学

的方法做客观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 也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0, 而非/著史0。¿ 因

为/著史0往往夹杂着研究主体的主观意念, 这与傅斯年/反对疏通0的治史原则相同: /我们

反对疏通, 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十分材料出

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 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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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强调: /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 作文章家的本事。近

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

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0。见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6 , 5傅斯

年全集6 (第 3卷) ,第 3页。

傅斯年: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6 ,5傅斯年全集6 (第 3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页。

胡适:5古史讨论的读后感6 ,5胡适文存6 (第 2集) ,第 70页。

胡适:5介绍我自己的思想6 ,5胡适文存6 (第 4集) ,第 463页。

胡适:5治学的方法与材料6 ,5胡适文存6 (第 3集) ,黄山书社 1996年版,第 93页。

梁启超:5中国历史研究法6 ,5饮冰室合集6 , / 专集之七十三0 ,第 31- 32页。

许冠三:5新史学九十年6 ,岳麓书社 2003年版, / 自序0第 2页。



说。0 ¹ 这种反对疏通史料、以为材料经过整理便自然显现事实, 因而在历史研究中无须作

任何解释和主观论断的治史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即以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来对待历

史的知识观。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在 80年代又引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的一些学者将自

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作为方法论革新的动力,并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 º 由此

引发了一场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讨论, 激起了历史学的科学化浪潮在现

代中国史学史上的又一次涌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的进化史观、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观以及科学主义的

历史知识观,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的内涵。自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受这种内在

的现代性关照取向的强大影响,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现代性情结, 在这种情结作用下,相关的

思维方式逐渐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固定化,其形成之初就包含的许多局限以及随着社会

变迁而显现出来的局限, 很少得到透彻的解析和反省。在这种情况下,如欲保持中国历史学

的理论自觉,与时俱进,就不仅需要对 20世纪史学在编纂学、专题研究、文献整理等各个领

域的成就与问题分别评价,还需要对内在地影响着 20世纪中国史学思维的现代性之内涵及

本质做出反省。直到目前,现代性关照在历史思维中仍旧有多方面的意义,但是它应该尽量

彻底地摆脱作为情结的不自觉状态,其局限, 也需要加以讨论。从源流上指明并分析现代中

国史学观念的现代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审视现代中国史学的利弊与得失,能够为理解现代

中国史学的经历以及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态势提供可用的参照系。

(作者谢进东,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 130024)

(责任编辑: 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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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主要论文有:吴廷嘉:5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6 ,5历史研究61986年第 1期;蒋大椿:5自然科学的发展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6 ,5历史研究61986年第 2期;庞卓恒:5社会历史科学引进自然科学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

能性6 ,5中国史研究6编辑部等编:5系统论与历史科学6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金观涛、刘青峰两人发表5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6 ( 5贵阳师范学院学报61980年第 1期、第 2

期)一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得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结论, 以此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

的长期延续。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如刘昶也用系统论的方法, 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庞卓

恒、李学智:5历史学方法论6 ,肖黎主编:5中国历史学四十年6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王晴佳:5中国史学的科学

化 ) ) ) 专科化与跨学科6 ,罗志田主编:5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6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傅斯年: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6 ,5傅斯年全集6 (第 3卷) ,第 9- 10页。



SUMMARY OF ARTICLES

The Modernity Complex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in the 20th Century/ / X ie Jindong

T he / modernity0 is the att ribute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at is ref 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 Modernizat ion0 and the characterizat ion of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 became modern0.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concept,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ity mainly

includes the linear and irreversible sense of t ime, the polit ical sense of the nat ional state and the

cognit ive sense of scientific rat ion. When they are used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history,

they are respect ively embodied in the concept ion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concept ion of the nat ional state and historical cognit ive concept ion of scient ism. Modern Ch-i

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is internal t ropism of modernity and

showed the st rong modernity complex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n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Herder. s Romanticism/ / Wang L ihong

Herder occupies an unique posit 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 pos-

sessing dual factors of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 icism , w hich makes him to be the great

achiever in the thought f ield. He pioneers new concept ion of regarding history from the roman-

t icism angle. Based on the signif icant thoughts of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nd the latest deve-l

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he founds the view point of / historical organism0. Herder makes an

exposit ion about the individuality, diversity, internality, cont inuity and integ rity of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uses a method so called / empathy0 to understand history, both of w hich have

profound inf luence to the romant ic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follow ing historiography .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Khaldun. s Historical Theory with an Outlook of Materialism : The

Impact of Islamic Culture on the Culture of Western Europe/ / Xu X iaoguang

Islamic society in the middle ages w hen the religious world out look w as in fashion, w as in-

evitable to take idealism as the mainstream for historical studies. How ever, the g reat historian

Khaldun show ed deep- going and extensive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expounding

his theories. These materialist ideas dealt w 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 ions, the people. s eco-

nom ic act ivit ies and their relations w ith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and monarchy. Therefore, all

his materialist thought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in modern Western Eur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