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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
——— 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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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文辉说钱氏的这个观点是“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7 页。

② 关于《秦汉史》的撰写与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中云:“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

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

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

( 四十五年) 秋返港，……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

秦汉史》卷 26，第 9、11 页。

③ 钱穆:《中国民主精神》，原刊《学思》( 成都) 1 卷 3 期，1942 年;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卷 41，台北联经出版事

业公司 1998 年版，第 114 页。

［摘 要］《秦汉史》和《国史大纲》是钱穆的两部重要史著，但两书对西汉政制的解
读全然不同。解构两书不同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对比其对史料、史事的选择、解读的差异，
可以考察钱氏治史风格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钱穆 士人政府 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 2014) 03-0060-07

钱穆论西汉政制，不用“君主专制”，而称“士人政府”。这是非常独特的观点。①“士人政府”的

观点，可以《国史大纲》为代表。而其撰写于七八年前的《秦汉史》，②并无“士人政府”等观点。比

较两书有关“士人政府”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对史事、史料的不同解读，解构钱氏的两种历史

书写，有助于我们理解钱氏论史之风格，也有助于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和特点。

一

通读钱氏一生的著述，“士人政府”的观点当形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撰《国史大纲》时。所谓

“士人政府”，初指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朝之政制及特点; 后来不断发挥，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政制，

并称其是中国传统的民主精神。③

《国史大纲》之“士人政府”，标题上置于昭、宣、元、成一段，而“士人参政”、“文治思想”等与

“士人政府”有关的论述，则始于武帝一朝。故武帝朝的诸多史事，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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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郡国察举”等，都视为“士人政府”的成因，①而朝廷用人之变化也以武帝朝来划界。钱氏说:

“汉初宰相必用封侯，后又用军人。公孙弘起，以布衣儒术进，为汉制一大转向。其先惟军人、商人

为政治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可见文治政府转向”。又说: “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

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为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
朴素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 “士人们在政治

上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逐渐发挥效力。”②

《国史大纲》称颂中国传统政制之创设“别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③ 在稍后出版的《中国

民主精神》和《政学私言》中，钱氏又称“士人政府”为“中国式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
他说:“中国传统政体，……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政府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

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考试，又分配其员额于全国之各地。又考试按照一定年

月，使不断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之意见，不啻即民间之意

见。如此，则何必再叠床架屋，更有一民选国会以为代表民意之机关? 中国政府既已为民众组织之

政府，则政府一切法制章程，即系民意之产物。”④他又云:“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

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

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

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⑤其后的历

史著述，都是持这种的看法。
《国史大纲》撰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而他七八年前编撰的《秦汉史》，⑥则并无“士人政府”

等观点;《国史大纲》中用来论证“士人政府”之史事、史料，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等，在《秦

汉史》中都另有一种解读，且与《国史大纲》大相径庭。如，《国史大纲》说武帝朝的“复古更化”，

“为西汉文治政府立下一规模”; 说“中央政府文治思想，由贾谊开其端。而走上复古更化之路，最

重要的是董仲舒”。然《秦汉史》则说“武帝一朝政治，如封禅巡守、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外征四夷，种种所谓复古更化者，皆已于此诏册中及之。而社会经济之贫富不平，为刑不轻、奸不

改、风化不流、政令不行之根源，乃当时政治上惟一真实之问题所在，则武帝不徒未经注意，抑且以

其种种之复古更化，而促其现象之加甚焉。”⑦

又如，《秦汉史》说“汉武之置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即犹始皇之焚博士官书，以吏为师，统

私学于王官之制也。汉武遣方士，求神仙，行封禅，立明堂，造历推德，外攘四夷，又事事与始皇如出

一辙。……要亦未出亡秦之牢笼。”又说“自汉武置五经博士，说经为利禄之途，于是说经者日众。
说经者日众，而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歧”。⑧ 然《国史大纲》则将“郊祀、巡狩、封禅等”虚文

无实际者，都归罪于神仙家、文学辞赋之士对武帝的误导，将设五经博士和为博士设弟子员，归在

“复古更化”下的重要政治改革，说“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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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66、162、163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67、168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引论第 37 页。
钱穆:《中国民主精神》，原刊《学思》( 成都) 1 卷 3 期，1942 年;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卷 41，第 114 页。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原刊《东方杂志》41 卷 6 期，1945 年版;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政学私

言》卷 40，第 6 － 7 页。
关于《秦汉史》的撰写与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中云:“民国二十年秋，余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座，开始撰写讲义两种。
一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为《秦汉史》。越一年，《秦汉史》写至王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至李穆堂，皆未完编。自后

乃专力撰写《学术史》。二十二年秋，又开始讲通史，计划为通史编讲义。而《秦汉史》一稿，遂竟搁置，未获续成。……
( 四十五年) 秋返港，……因遂校其讹文，稍稍补申其语气未足，而一仍其内容旧贯，以付梓人焉。”见《钱宾四先生全集·
秦汉史》卷 26，第 9、11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98 － 99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82、83、229 页。



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

务，但得预种种政务会议，渐渐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①

再如，《秦汉史》说:“武帝一朝，其先多用文学浮夸士，其后则言财利、峻刑酷法者当事。儒生

惟公孙弘、儿宽，俯抑取容而已”，大臣之任用“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封之例”;“武帝一朝文治，

实亦不为后嗣所遵。武帝特为辞赋文学浮夸所中，援儒术以为饰耳。昭、宣、元、成以后，则儒家稽

古益密，乃始以儒术矫抑往者文学浮夸之病”。说“昭、宣以下，不仅丞相、御史大夫重职，乃为儒生

也; 即庶僚下位，亦多名儒。而其出身则往往从郎吏始”; 故“昭、宣以后，其为治远与前别。”②此处

虽出现“文治”两字，但说它“不为后嗣所遵”，则武帝之“文治”与昭宣之“文治”，非但不同且无继

承关系，显然也与《国史大纲》之解读不同( 见上引文) 。③

总之，《秦汉史》对武帝朝之论叙，常与文、景、昭、宣时之恭俭无为相比较，以说明武帝朝“有儒

生之言礼乐，而不免于拘。有方士之推阴阳，求神仙，而不免于诬。有辞赋文学之士之颂功德，而不

免于誇。至于帝王之纵其私欲，群下之争于迎合，而为之主张取舍，则岂能有当!”④而《国史大纲》
关于武帝朝之所叙，或与昭宣时代相衔接，作为“士人政府”之起始; 或与汉初治法相比较，为显示

政制演化之进步。简言之，《秦汉史》多取反思态度、批评立场; 《国史大纲》则多取辩护态度、称颂

的立场。至于不能与之融洽之史事、史料，《国史大纲》大多略而不叙。

二

历史书写，自可对史事、史料有不同的解读，但总以不与史实相悖为原则。将《秦汉史》与《国

史大纲》比较对照，《国史大纲》关于武帝朝政制的论述，似不如《秦汉史》得实。
如《国史大纲》说:“汉初丞相，显为军人阶级所独占。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

乃封侯，此又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其先惟军人与商人，为政治上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

此尤见为转向文治之精神。”⑤钱氏以公孙弘为标志，将汉廷政制之转变前移于武帝朝。其实，武帝

用人，公孙弘前，除田蚡以外戚封侯外，其他如卫绾、窦婴、许昌、薛泽等均以军功得侯; 而“自公孙

弘以后，如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车千秋，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侯为相之例。”⑥

武帝初即位时，任用者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
仓、终军、严葱奇等，也多文学辞赋者流。故“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 公孙) 弘一人而

已”，⑦钱氏《秦汉史》也说“当武帝时，朝廷儒者实犹未盛”。⑧ 《国史大纲》为了论证“复古更化”与

“士人政府”之关系，强调公孙弘布衣为相的象征意义，说武帝朝“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侯为相

之例。此由一时人选之难，物望之不孚，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昭、宣以下，非儒者乃决不能居相

位”，遂将转变的起点移在武帝朝。论述虽能自圆，然离史实稍远。
《秦汉史》对武帝“复古更化”事，多有批评。如说五经博士，犹秦之“以吏为师，统私学于王官

之制也”; 说“汉武遣方士，求神仙，行封禅，立明堂，造历推德，外攘四夷，又事事与始皇如出一

辙”。⑨ 然《国史大纲》则将“郊祀、巡狩、封禅等”虚文无实际者，都归罪于神仙家、文学辞赋之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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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儒术之兴》，见《吕思勉文集·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09 － 7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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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误导。① 说“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

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得预种种政务会议，渐渐对政治发生重大影

响。”②《国史大纲》论汉初“平民政府之产生”，以“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为证据。其实，说汉初之平

民政府，非谓政府由平民组成，乃谓政府之治法客观上反应了平民之要求，即钱氏所说“无为主义

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应。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③同样，说

“士人政府”是代表民意之政府，也不能依士人任官、士人参政为表象，而须依史实来论证其实

质———即士人如何代表民意，其代表民意之建言对政务实施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以董仲舒为例，

武帝实不能用。钱氏也说:“惜乎文帝不能用贾谊，武帝亦不能用仲舒。仲舒之主罢百家、尊孔子，

独为武帝所取者，以其时言封禅、明堂、巡狩种种所谓受命之符、太平之治，以及德施方外而受天之

佑、享鬼神之灵者，其言附会于诗书六艺而托尊于孔子故也。故武帝用仲舒之议，而疎仲舒之身。
仲舒终其生未见大用。④ 董氏对“社会经济之贫富不均，为刑不轻、奸不改、风化不流、政令不行等

问题，都是当时政治上惟一真实之问题所在，则武帝不徒未经注意，抑且以其种种之复古更化，而促

其现象之加甚焉。”钱氏又云: 言封禅、兴礼乐，“其事所以对天，而与民事则无关”，“武帝为求太平，

不惜以天子朝廷而与小民争利”。⑤ 由此可见，董氏之见用，也仅在言封禅、兴礼乐而已。说董氏的

一些建言代表民意，则可; 说董氏代表民意之建言对国是产生重大影响，则与史实不合。
《国史大纲》称“汉儒论政”表现之一即“变法和让贤论”，以此来论证“士人们在政治上逐渐得

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要逐渐发挥效力”。“变法和让贤论”确可用来佐证汉儒论政、并试图以

学术来规范政治的案例。但用此案例，也得参考其最终后果。后果如何? 钱氏说: “言灾异，起于

董仲舒。仲舒以辽东高庙、长安高园殿灾，居家推说其意。主父偃私见其稿，窃而奏之。武帝召视

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

异。继仲舒言灾异者，亦多致刑祸。”⑥可见，汉儒试图以学术来规范政治的努力未能取得积极后

果。那么，是否有成功之例呢? 也有。钱氏说:“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丞相。儿

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

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

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汉武一朝之用儒术者如此。”⑦总之，说参政之

士人怀抱政治思想，对政务发表意见，则可; 说士人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且逐渐发挥重要影响，则离

史实又远矣。
且武帝时始分内外朝，内朝掌决策，外朝为执行。《国史大纲》也说:“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始

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其职则胥由外戚为之。”⑧又说: “内、外朝

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⑨这就揭示了西汉政府的另一个面相: 西汉中期后，确有

士人参与政务，并以他们的学识、理想对政务发表意见、提出建言。瑏瑠 然而，也是自中期起，行内、外
朝划分，内朝决策，外朝执行。纵使外朝官员全由士人任职，而决策之内朝均天子之“私臣”，“非宗

室则必为外戚”，这岂不说明士人参政的作用、影响有限? 岂不说明“士人政府”仅是表象，而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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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65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62 － 163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43、144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104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99、133、104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239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208、95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66、167、180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80、181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67 页。



专制是其本质?

三

然而，“士人政府”观点之探讨，主要不在史事、史料之解读与史实相悖，而在于使用的方法。
与钱氏早年著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相比，《秦汉史》的撰述，已带有较多

的诠释和疏通。但大体言之，史实之考证，史料之辨析甚多，有时颇有嫌其琐碎繁复而枝节旁生之

感。① 但也惟其如此，书中之诠释和疏通，多有切实之史事、史料为依托，而不为太悬空之议论。如

说汉初诸臣亦多通文学，习诗书，不尽未受教育之徒，遂引张良、陈平、韩信、张苍、郦食其、陆贾、娄
敬、朱建、叔孙通、蒯通、鲁之穆生、白生、申公、田叔、盖公等以为征。论武帝朝仍多用文学辞赋者，

引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为佐

证。其论昭、宣时重用儒生等，也是如此。② 这种罗列同类史事而做适度归纳的方法，类似赵翼《廿

二史札记》之考证。③ 而由此基础上的诠释疏通，大都平实之论; 既无太抽象的提升，也无太悬空的

发挥。故按此方法、思路来研究武帝朝的政制，自不易得出“士人政府”等结论。
《国史大纲》虽以历年通史讲稿为基础，但书写之目的、论辩之对象，已与《秦汉史》大不相同。

书前列出读( 此) 书之几点信念及《引论》一篇，开宗明义地交代了钱氏撰写此书的立场和目的: 一、
要纠正晚清以来所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

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的论点; 二、“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

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并称此为撰史之第一任务。④ 换言之，“士人

政府”的观点，正是钱氏为写出中国历史精神所选取的一个面相。这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理想

型”的研究模式。
众所周知，韦伯之研究取经，自有他特殊的考量。韦伯自称是李凯尔特的继承人，但他不同意

李凯尔特将文化科学的任务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描述上。他所使用的“理想型”研究模式，就是

对个别、特殊之对象作出一定程度的抽象和提升。但是，这种抽象和提升不能过高，过高的抽象和

提升就会导致超时间、超地域的普遍概念。⑤ 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模式，是理念性的，与经验事实

不全符合; 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它侧重于概括事物的某一点和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可能囊括了事

物的所有特征。换言之，它是将经验事实中的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加以强化、突出、或者是简

化、极端化。⑥ 然而，李凯尔特认为“理想型”研究模式“只暗示着同现实的对立，也就是说，指出任

何地方的现实事物都不会同这些有时会被历史学家所造就出来的理想典型完全相符。”他说: “恰

恰因为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某些相对历史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适于用来确定历史的个体这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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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叙武帝时之郊祀封禅巡狩及改制，化不少篇幅考古代历法之演进，涉及岁星纪年、太岁纪年、颛顼历与太初历之算法、
岁首的设置、正朔三统等等; 叙武帝朝财政之均输，述及宫廷之私费用，详细开列武帝至元帝后宫级次与待遇等。见《钱

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126 － 132、176 － 178 页。
钱穆:《秦汉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秦汉史》卷 26，第 72 － 74、94 － 96、21 － 213 页。
此法也非完全可依。如赵翼《陔余丛考》卷 39“累世同居”条，列举历代的事例，说明自古以来多有“宗族百口、累世同居”
之事。( 见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853 － 855 页) 但吕思勉《中国社会史》宗族一章，称宋代同居共财

大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数中仅占极小的比例。他认为:“赵氏所辑累世同居之事，虽若甚多，实则九牛之一毛耳。”“苟欲深

明其故，则如《陔余丛考》所载历代累世同居之事，非一一按其时地，考厥情形不可，故不容执一端以强断之矣。”( 《中国

社会史》第 254、255 页) 类似的论述，也见之于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及《吕著中国通

史》“宗族”一章。可见，罗列同类史实而做出的历史归纳，并非完全可靠。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9、26、27、31、32 页。
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 页。
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0 页;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1 页。



念，而仅仅适用于通过历史表述所形成的一些特殊类型的产物。”①韦伯新教伦理之命题，就是这种

“理想型”研究模式之产物。它与经验事实不全相符; 但它也不是凭空虚构。韦伯笔下之欧洲和英

国商人岂能人人都依新教伦理行事，而无欺诈之事?② 然而一旦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那

么欺诈之事就排斥在资本主义精神之外了。
同样，钱氏“士人政府”的观点，虽不能与史实尽合，却也或多或少能获得史实和史料上的支

持。历史上像范仲淹那样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士大夫为数不少，这些

先公后私的士大夫，都可以用来佐证钱氏的“士人政府”的观点。钱氏未必同意韦伯的观点，也未

必取径于韦伯的方法。但在史学研究中，大凡涉及历史精神、文化特征之类的判断，都一定程度上

采用了“理想型”的研究模式。然而，某种现象能否视为历史精神、文化特色，原是见仁见智之事。
历史精神的抽象，应该是重质还是重量，也大有讨论之余地。而钱氏对中国历史精神之解读，则是

重质不重量。他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写道:“有人讲中国文化，历举了八项，如太监、女人裹小脚、
娶姨太太、鸦片烟、麻雀牌等，认为这些便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也不过这些。当然我们不能否

认，这些都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便是中国人生中一貌相。……中国传统政府，重要的不在有太监; 中

国传统家庭，重要的不在有姨太太。哪能轻率凭此判定中国文化就是如此。”③显然，选取“士人政

府”之史实，正是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政制的精神所在。这就是李凯尔特所说，历史撰写是“受价值

指导的”，只有借助价值的观点，人们才能在历史中选取“那些‘重要的’、‘有意义的’、‘有趣的’事

情”来叙述。“只有认识到历史对象同文化财富所固有的价值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不存在的情

况下，事件便是‘不重要的’、‘无意义的’和‘无聊的’，不属于历史叙述的范围。”④换言之，士人参

政、士人政府既然对当下显示了意义和价值，那就可被视为历史精神、文化特色来大书特书。反之，

武帝时内朝之掌决策，内朝任用者“非宗室则必为外戚”，以及东汉以后外戚宦官之轮流执政，既不

能显示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能视为中国历史精神或文化特色，不必、也不该纳入“士人政府”的

叙史系统。所以，钱氏将东汉、魏晋以后的史实，或归为统一政府的逐渐堕落、历史之迂回，⑤或视

其为历史演进的衰运和不幸; 其说明朝，则是“传统政治之恶化”，⑥而清之统治，更斥之为传统精神

之丧失。⑦

上述比较与评析，可以引出如下之小结:

历史学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历史书写要以史实、史料为基础，且史实或史料的运用、解读，

也自有一套学术规范和必须遵循之原则。但史实或史料并非只有一种解读方法，历史学家也并非

只会写出一样的历史著述。否则，就把历史书写看得太简单。如果你的治史目的是要写出历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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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 28 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54 页。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1971 年 11 月台北出版，台北三民书局经销;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文化精神》，卷 38，第 3
页。《唐会要》记史臣路随立议云:“凡功名不足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戒者，虽富贵人，第书具卒而已。陶清、———皆为汉

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

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

死之日，人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人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 富贵之人，

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 王溥: 《唐会要》卷 64，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08 －
1309 页) 此与钱氏之论，如出一辙。
李凯尔特著、凃纪亮译:《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6、77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173 页。钱穆:《民族与文化》( 原系 1959 年 9 月

为“台北国防研究院”演讲)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民族与文化》卷 37，第 12 页。
钱穆:《国史大纲( 上) 》，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 上) 》卷 27，第 214 页。钱穆:《国史大纲( 下) 》，见《钱宾四先生

全集·国史大纲( 下) 》卷 28，第 746 页。钱穆:《国史新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卷 30，第 72 页。
钱穆:《中国历史上社会的时代划分》，原刊《人文杂志》5 卷 3 期，1958 年，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卷 30，第 76
页。



神、文化特色，那么，钱氏“士人政府”和对“士”之种种称颂之词，以及他对史事、史料的解读，对史

事、史料的取用、舍弃，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历史书写的多样性，除了来自于史事、史料的新发现外，

更多地源于史学家的新解读。
历史书写受制于史实、史料的积累情形，也受制书写者的书写目的、宗旨，以及使用的相应的方

法，其背后又与书写者所生活的社会状态、境遇变化、阅历深浅、志向事业等因素戚戚相关。钱氏治

史，可以抗战为界划为前后两期。他自言: 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

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①

换言之，前期的治学，多致力于考证，是为学术史上的学者伸冤鸣不平; 后期的治学多偏向历史的义

理诠释，是为中国文化伸冤鸣不平。若以《秦汉史》与《国史大纲》做比较，我们还可以说，前期的论

史多抱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后期的论史多持称颂与辩护的立场。也是从这个时期起，钱氏逐渐与政

府上层发生了联系，②尤其是定居台湾以后，此种联系越发密切。这无疑对他后期的治史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

①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原刊《中央日报》1985 年 11 月 11 日，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附录

四，卷 51，第 412 页。

② 如 1941 年参加教育部会议并做讲辞; 1942 年秋两次获蒋介石召见; 1943、1944 年两次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高级训

练班讲学。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卷 51，第 251、252、260 页。

An Attempt to Deconstruct Historical Writing:

Chien Mu‘Literati Government’as an Example

Zhang Genghua

［Abstract］ Chien Mu wrote two important historical works: one is QINGHANSHI，the other is
GUOSHIDAGANG． There i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two book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deconstruct the two different historical works，especiall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choosing， organizing and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fac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kind we can identify his various historiographical styles． The investigation can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writing．

［Key words］Chien Mu Literati Government historical writing

( 责任编辑 周文玖)

66

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