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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 ( 1893- 1980年 ) ,“古史辨”派的领袖 ,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 ,

出身于读书世家 ,天资聪慧 ,素有悟性 ,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

子》、《诗经》、《左传》、《通鉴易知录》 ,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 , 16岁时

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 ,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 ,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

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在中学时代 ,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 ,常常把家里给

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 ,久而久之 ,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 ,反复翻

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 ,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料 ,后来转读哲学门。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 ,参加章太炎

主讲的“国学会” ,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 ,深受启发 ,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

的治学道路。 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

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 ,胡

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 ,丢开唐虞夏

商 ,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受到这些启发 ,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

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 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 ,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

学术道路。由于他的学术志趣 ,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 ,于是在研

究的基础上 ,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 ,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

考》 ,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 ,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 ,这些工作为

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 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对中国的传说古

史进行怀疑 ,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 ,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他还认为“凡是一件史事 ,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 ,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

没有实物上的证明 ,单从书籍上入手 ,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 ,才可尽我们整理

的责任。”顾颉刚怀疑古史的论文一发表 ,立即吸引了全国的学术界卷入辩论古史问题 ,发

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数百篇 ,顾颉刚自 1926年开始结集出版《古史辨》第 1册 ,至 1941年出

版第 7册 ,共汇编了 350篇文章 , 325万字 ,代表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 ,也体现了他的

治史道路和历史观。苏联史学家越特金 ( P. B. Bяткин)评价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

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美国史学家施奈德 ( L. A. Schueider)在他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

学》一书中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 ,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

改革的人。”①

① 转引自刘起钅于著《古史续辨》第 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出版。



自顾颉刚 1923年考辨古史的论文问世 ,迄今已逾 70余载 ,虽然其在史学界的影响 ,

超过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一切史家 ,但是评价仍然毁誉不一 ,近年来由于考古文献的重

大发现 ,对于古书真伪问题又掀起一股研究新热潮 ,因而又涉及对“古史辨”的评价问题。

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古史辨派” ,仅拟就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历史观即“层累地造成中国古

史”的历史理论 ,进行初步研究 ,从而说明这种历史观的得与失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

展的影响与贡献。

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要旨

本世纪 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于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 ,发展到对于《尚书》、

《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

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

的实际结果 ,推翻了长期笼罩史学界的以“三皇”、“五帝”为信史的古史系统 ,形成了具有

实力的“疑古”思潮 ,对于盲目的“信古”展开了全面地批判 ,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

基础上 ,才能展开科学的“释古”工作。

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 ,是

最有理论、最富实践、最有成就的史学派别 ,他们的疑古、批判传说古史工作是在特定的历

史观指导下展开的 ,这个历史观就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顾颉刚在他的批判古

史的第一篇论战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就阐述了他的这个古史观。他的基本观念

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 ,不是自古就有的 ,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 ,他

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时代愈后 ,传说

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 ,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 ,及至

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 ,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 ,到了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 ;

第二 ,“时代愈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例如 ,舜 ,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

治”的圣君 ,到了《尧典》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 ,到了孟子时代就成了一个孝子的

模范了 ;第三 ,我们对于古史 ,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真确的状况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

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 ,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 ,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

史 ;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 ,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个“层累地造成中

国古史”的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传说的古史并非自古皆然 ,而是由无到有 ,由简单到

复杂 ,逐渐演化而成 ,这既是伪造传说古史的过程 ,也是传说古史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

程。

顾颉刚在说明他的这个古史观时论证说: “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 ,那时人对于古代原

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大雅》说`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又说

`厥初生民 ,时维姜 ’ 。可见 ,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 ,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

在他们的意想之中。”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 ,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

始祖。 但他们在始祖之外 ,还有一个“禹” ,《商颂·长发》说: “洪水茫茫 ,禹敷下土方 ;……

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 据王国维考定 ,《商颂》是西周中期宋人所作 ,这

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神 ,到鲁僖公时就变成人了 ,成为开天辟地的人。到了东周末年更有

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 (《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靠不住、《左传》是战国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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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在《论语》之后 ,尧舜的事迹编造的完备了 ,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

现。从战国到西汉 ,伪史充分地创造 ,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 自从汉代交通了

苗族 ,把苗族的始族传了过来 ,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 ,更在天皇之前了。经过这番论

证之后 ,顾颉刚得出结论说: “时代越后 ,知道的古史越前 ;文籍越无征 ,知道的古史愈多。

汲黯说`譬如积薪 ,后来居上’ ,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 ,《尧典》那得

不成了信史! 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 ,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

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称赞道: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古史’一个意

见 ,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 ,我看了之后 ,惟有

欢喜赞叹 ,希望先生用这方法 ,常常考察 ,多多发明 ,廓清云雾 ,斩尽葛藤 ,使后来学子不致

再被一切伪史所蒙。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 ,`乌有先生’ ,尧 ,高也 ;舜 ,借为

`俊” ,大也 (《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 )尧舜的意义 ,就和`圣人’ 、`贤人’ 、`英雄’ 、

`豪杰’ 一样 ,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的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

传说 ,想来是实有其事的 ,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 ,是周人想像洪

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 ;大约起初是民间的传说 ,后来那班学者 ,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

`托古改制’ 。”

17年之后 ,当童书业编辑《古史辨》第 7册之时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

已经受了全面批判古史运动的验证。编入《古史辨》第 7册上编的主要论著是杨宽的《中国

上古史导论》 ,童书业认为杨宽是继顾颉刚之后 ,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 ,他的“民族

神话史观”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他的“民族神话史观” ,也就是“神话演变分化

说”。童书业认为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发展与补充 ,只

有通过“神话演变分化说”才能具体说明中国传说的古史是怎样的“层累”起来的。

所谓神话分化说者 ,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 ,会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

以至于无数。例如一个上帝会得分化成黄帝、颛顼、帝 、尧、舜等好几个人 ;一个水神会得

分化成鲧、共工、玄冥、冯夷等好几个人 ;一个火神也会得分化成丹朱、 兜、朱明、祝融等

好几个人 ;一件上帝“遏绝苗民”的故事会得分化成黄帝伐蚩尤和尧、舜、禹窜征三苗的好

几件故事 ;一件社神治水的故事也会得分化成女娲、颛顼、鲧、禹等治水害的好几个故事。

这种神话传说的例子 ,实在多到不可胜举 ,愈到后代的书上便愈显明。因为古史传说愈分

化愈多 ,愈演变愈繁 ,这繁的多的那里去安插呢? 于是就“累层”起来了。例如 ,春秋以前历

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 ,到了春秋战国间 ,禹之上又出来了尧舜 ,这尧舜便是上

帝的分化演变 ,并不是随意假造的。到了战国时 ,尧舜之上又出来了黄帝、颛顼、帝 等人 ,

这些人又都是尧舜等的分化演变 ,也并不是随意伪造的。 到了战国的末年 ,五帝之上又出

来了三皇 ,这三皇的传说又都是黄帝等上帝传说和哲理中的名词的演变分化 ,也并不是完

全伪造的。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 ,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 ,这便产生了“累层地造

成”的现象。 “所以有分化说 ,`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 ;分化说是

累层说的因 ,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①

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古史观 ,即古史辨派的基本理论方法 ,在这个历史观指导下掀起

了自本世纪 20年代至 40年代中国史学界批判传说古史、考证古代历史文献的“疑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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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通过全面的考证古史、辩证古书 ,推翻了统治中国史坛 2000余年封建的以三皇五帝为

中心的古史传说系统 ,揭穿了神话传说历史的秘密 ,推动与转变了中国的古史观念 ,发扬

了实事求是、重视批判史料的治史学风 ,为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史学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学

术的前提和基础。

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蕴涵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本义是考察分析中国传说古史的历史观和方法

论 ,但是 ,它蕴含着深刻的现代历史观念 ,是由传统的旧历史观念向现代的新历史观念的

过渡。

现代西方史学门派林立、观念多元 ,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受两股思潮影响 ,一股

是科学主义思潮 ,一股是人文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要求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

学 ,认为历史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成为具有客观意义的科学 ,要求用研究自然科学的

方法去研究历史学 ,把历史学看成实证性的科学。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在描述实

证主义史学时说: “这些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当中 ,其中每一个字都有

一件原本作依据。此外 ,在他们的著作中什么也没有 ,有的只是原本中所有的 ,那是脱离了

上下文的 ,是没有经过语文学叙述者的思想重述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历史达

到一种综合性汇编的地位。”①总之 ,他们把资料汇编当成写出来的历史。 19世纪末 20世

纪初英国有一位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伯里在一次学术讲演中明确说: “历史学不过是科学而

已 ,不多也不少”②。 柯林武德指出这种把“历史学”与“科学”混同起来的科学主义思潮是

自然主义倾向 ,是无力的 ,它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

西方史学于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前期在批判科学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史学中宣传和

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潮 ,重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

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本尼戴托· 克罗齐、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罗

宾·柯林武德、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雷蒙·阿隆。

李凯尔特说: “历史主要是研究人的 ,但是在人的生活中 ,并不是一切事物都对历史具

有同样意义。 ……只有价值联系才使我们重视此一事件而忽视彼一事件……假使没有这

种价值联系 ,那么我们对人类历史生活中的个别差别 ,将象对海上的波浪或风中的树叶那

样漠不关心。”③李凯尔特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 ,历史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寻找对人的价值。

孤立的个别事件没有历史意义 ,“只有当人们使它同评价人员发生联系的时候 ,它才会由

于某些原因而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一种历史的意义。”克罗齐从考察“历史” (即有思想的历

史著作 )的“当代性”着眼 ,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与人的现时生活的联系 ,亦即历史的意义、历

史的价值判断 ,从而更加引深了李凯尔特的思想。他说: “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

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 ,假如真是一种历史 ,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

回声 ,就也是当代的 ,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 ,像当代史一样 ,它的存在的条件是 ,它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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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 ,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5页。

引自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168页。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第 234页。



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 ,或者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 ,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

的。”他还说: “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 ,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

的叙述写成的。可见 ,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 ,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

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 ,因为 ,显而易见 ,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

实。因此 ,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 ,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

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 ,用各种各

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 历史是生活的教师。”① 由此他便概括出一个足以能够代表他的历

史观的颇有哲理性、趣味性的命题: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的实质内容是对

主体性、当代性的充分肯定 ,揭示出: 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阿隆更加突出人的主

体性 ,把人的活动视为一切历史的中心。他明确肯定“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 ,又是历史知

识的客体。正是从人开始 ,我们将会了解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的特有的性质”。他又说:历

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 ,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

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 他认为历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时

期:神话传说时期 ;科学地努力时期 ;批判地思考时期。因此 ,他认为历史学的功能最多只

能是“重建”历史系统 ,不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再现 ,正像物理学并不是自然的

再现一样。

总之 ,从以上举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思想是在区别“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前提下

承认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 ,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个历史概念至少包含以下五个特征:第一 ,

重构历史必须有人的主体的参与 ,由活着的人去重建死人的生活 ;第二 ,重构的历史都有

现代性 ,都由现代人的生活兴趣所引发 ;第三 ,重构的历史都表现了人的目的性、选择性 ,

历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 ,只能在浩如湮海的史料中按照一定的原则、方法选择史料、选择

问题 ;第四 ,重构的历史只能近似的再现历史的局部 ,不能再现历史的全部 ,不能完全的恢

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五 ,过分强调史学主体作用 ,以至否定了史学客体 ,颠倒了主体与客

体的关系。这便是 20世纪以来影响西方现代史学发展的主要思潮。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两大思潮。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

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传入中国 ,在史学界也出现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的

潮流。 严复的《天演论》最早把西方的进化论引进中国 ,梁启超最早提倡进化论的历史观 ,

他在 1901年撰成的《中国史叙论》、 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都系统介绍了进化论历史观。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 ,是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疑古精神的前提下 ,又接

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历史观和实证主义史学影响的产物。我们细观“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

观”既有科学主义影响之印记 ,又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智慧火花。

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 ,既是进化的历史观 ,也是人文的历史观。 因为在顾颉

刚看来 ,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 ,并非本来如此 ,而是由神话传说逐渐分化演变

“累层”起来的。就古史系统而言 ,顾氏并没有把“历史”看成与人毫无关系的孤立的客体 ,

相反 ,它是在人的主体参与下逐渐演化“累层”起来的。由此看出“层累说”既是进化史观 ,

又包含鲜明的主体意识。正如王煦华所说: “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古史传说 ,是他创立`层

累地造成中国古代’观时就有的想法 ,但在以后长达 6年的时候里 ,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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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实现。到燕京以后借着讲课的机会才把它做出来。因此 ,这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实

际上就是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但他并不是只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一部书一部书

地把其中的古史传说孤立地考证它产生的时代 ,而是进一步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这

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 ,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

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①

“层累说”突出地强调“时代”的概念 ,强调“时代愈后 ,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时代愈

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这就把历史和时代联系起来 ,包含了历史的现代性思

想 ,把史学的客体与史学的主体沟通起来 ,包含了历史的目的性、选择性思想。顾氏不承认

古史传说是历史铸定的铁板一块 ,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延长、不断放大、不断改变形

态的。他在《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时的孔子》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 “今天讲演这个题目 ,似

乎是很可笑的 ,孔子只有一个 ,为什么会变做两个呢? 唉 ,孔子哪里只两个 ,各时代有各时

代的孔子 ,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 (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 ,宋

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 )。各时代的人 ,他们心中怎样想 ,便怎样说 ,孔子的人格也就跟

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 ,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最

后他概括地说: “我们在这一讲里 ,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 ,战国的孔子是圣人 ,西

汉时的孔子是教主 ,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 ,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

是薄待他 ,这是他的真相 ,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 ,我们要崇拜的 ,要纪念的 ,是这个真相的

孔子! ”② 尽管顾氏在这里表态要说明孔子的真相是“君子”而不是“圣人”或“教主” ,但是

这些材料“累层”起来的却是一部系统的孔子 (或孔学 )的演变历史 ,这是中国的文化史、中

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学术史。为什么能够“累层”起来这部孔子的演变史呢?原因当然很多

也很复杂 ,简单地说 ,按照顾氏的说法 ,“各时代的人 ,他们心中怎样想 ,便怎样说 ,孔子的

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 这个论断等于告诉人们: 历史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存

在 ,而是受“时代”的制约即受时代的文化和时代的心理的制约而不断“重写”、不断“重

构”、不断“累层”起来的。这些思想观念和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的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有“当

代性”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 ,确有思想内涵上的认同和近似。傅斯年当时在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 ,除了表示赞同顾氏的基本观点外 ,又进一步发

挥了顾氏的观点。他主张“我们研究秦前问题 ,只能以书为单位 ,不能以人为单位。……今

以《论语》为单位 ,尚可抽出一部分的孔子来 ,其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复了。于墨子、庄子

等等俱如此 ,俱以书为单位 ,而于分析之后 ,不勉强补苴罅漏。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 ,`及史

之阙文’而已。”③这个观点也大体上与克罗齐的历史“不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的

再现”的观点相近似。

总之 ,顾颉刚创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 ,不但是批判、改造、整理、重建中国古

史的理论和方法 ,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现代历史意识、现代历史观念 ,就历史观而言 ,这是一

次历史性的超越 ,对于转变传统史学观念、建立中国现代科学新史学将发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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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疑古的偏失与正确看待传说历史

顾颉刚批判古史 ,开一代疑古之风 ,确实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 ,提供

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廓清了许多古史问题。但是 ,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 ,

也发生了偏失和过份地疑古。这种偏失可能和胡适的一条方法论有关系。胡适曾在给顾

颉刚所撰《古今伪书考跋》的评语中写道: “我主张宁可疑而过 ,不可信而过”①还说: “宁疑

古而失 ,不可信古而失之。”②这个方法论不可能不对顾颉刚的疑古史观产生影响。顾颉刚

在《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中说: “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 ,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

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 ,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 ,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

全部失去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很灿烂的古史 ,所谓很

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 ,自三皇以至夏商 ,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 ,精密的考来 ,都是伪书

的结晶。”③这里所说“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等

等论断 ,恐怕缺乏分析 ,失之主观 ,值得讨论。对于具体的古书和人物 ,顾颉刚在《论伪史及

〈辨伪丛刊〉书》中说: “我觉得《史记· 老子列传》同各书里引的老子的话 ,都没有真实的。

老子这个人 ,只当依了黄震的话 ,说他是周代愤世的隐者。他和孔子的关系完全是后来人

伪造的 ,正与六朝时假造《老子化胡经》一样 ,《史记》上的《老子列传》 ,只能看作《列仙传》

里的东西。老子的事实 ,现在一点都不能知道了。”④这一段更是对《史记·老子列传》以及

老子其人的完全否定。 《老子列传》文字不多 ,其中老子的言论主要是老子与孔子的对话 ,

对话的内容则是老子站在道家“自隐无名”、“清静自正”的立场对孔子“骄气与多欲 ,态色

与淫志”的批评。这些言论符合老子思想体系 ,也符合老子身分和孔子的实际情况 ,恐怕不

宜于无端的否定。 虽然《老子列传》中有关老子生平、著述尚需进一步考定 ,但是恐怕不能

说: “老子的事实 ,现在一点都不能知道” ,更不能说老子“和孔子的关系完全是后来人伪造

的。”

顾颉刚晚年在撰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时 ,在古史传说问题上大体还是

坚持原来的观点。 他说: “我认为古史的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自然的演

变 ,但却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 王莽为了要夺刘氏的天下 ,

恰巧那时五行学说盛行 ,便利用了这学说来证明`新’的代`汉’合于五行的推移 ,以此表明

这次篡夺是天意。刘歆所做的《世经》分明是媚莽助篡的东西 ,而《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

五德系统 ,也分明是出于创造和依托的 ,这中间当然会造出许多伪史来。对这个问题 ,我曾

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来重新加以估定。”顾氏指出“后人政治上的需要

而有意伪造”历史 ,这确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 ,是造成伪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很有意义

的。但是 ,在总体上顾氏对古史传说缺乏全面地分析、全面地评价 ,否定的多 ,批判的多 ,表

现了疑古的偏失。受这种学术思潮影响 ,本世纪中国史学界辨伪有余 ,真伪难分 ,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对于有些确实存在的古籍 (例如《文子》、《列子》、《公孙龙子》、《尉缭子》等 ) ,不敢

肯定 ,对于古史传说缺乏深入研究 ,对于上古史的年代迟迟不敢断限。针对这种情势 ,近年

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超越疑古时代” ,是很有意义的 ,这必将酝酿一个史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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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

王国维对古史传说一向比较审慎 ,他在《古史新证》第 1章总论中开宗明义说: “研究

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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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又

说: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

王国维上述对古史传说的看法与顾颉刚颇不相同 ,他除了态度比较审慎之外 ,基本的见解

是“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 ,因此 ,必须对“传说”进行分析和鉴别。当顾氏误认“禹或是九鼎

上铸的一种动物”① 时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二章禹中则论证“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

(秦、齐 )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 ,且先汤而有天下也”。 王国维关于古史传说的见解一出 ,近

人治古史者无不以此为金科玉律 ,今天对我们反思古史传说 ,仍然有启迪意义。

钱穆 1939年写成的《中国古史大纲》称顾颉刚的古史观为“极端之怀疑论” ,提出应加

以“修正”。他认为: “从一方面看 ,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 ;惟据另一方面看 ,则古史实经

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 ,层累遗失之真古史 ,尤待探索。 此

其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 ,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 与带有`神话’ 之部分。若

严格排斥传说 ,则古史即无从说起。 此其二。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 ,不能因神话而抹

杀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 ,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 ,或可出于假造 ,其散

见各书之零文短语 ,则多系往古传说 ,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之伪造。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

传说 ,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为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

传说确切相反 ,不能并立 ,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 ,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

其五。”经过这样一番批评之后 ,钱穆既不否定传说史料之人文价值 ,又不把这些传说史料

神秘化、抽象化 ,这就点出了古史传说史料的人文本质。当然 ,钱穆也看到了研究古史之困

难 ,他说: “大体上研究古史 ,应有其相当之限度 ,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 ,过细推

求 ,往往难得真相。然古史并非不可讲 ,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得一个中国古

代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 ,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②这就为合理利

用传说史料研究古史 ,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自 1942年即开始追随顾颉刚的顾门传人刘起钅于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于 1991年出版

了《古史续辨》一书 ,上承 7大册《古史辨》的学术基业 ,又概括了近几十年来考古新发现的

资料 ,对考辨古史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新认识 ,包括纠正其师原来的某些误说 ,把古史辨派

的学术推进到最新的历史阶段。他说: “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期 ,就是在夏启建立夏王朝以

前 ,即从母系氏族公社经过繁荣时期 ,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解体时为止。 其内容就是

这一段时期内所流传的或后来所追述的有关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一些神话故事和历

史传说。”“大抵说来 ,̀ 三皇说’所涉及的那些人物 ,在远古传说中原作为神的身分出现 ,实

际就其名字所反映的意义来追寻 ,可以看作是我们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发展阶段

的象征。有巢、燧人、庖牺 (伏羲 ) ,分别代表我们祖先处于蒙昧时代的低级、中级、高级三个

阶段。有巢氏一词 ,正是这一低级阶段时人们住在森林中 ,住在树上这种生活情况的反映。

燧人氏一词 ,则是这一中级阶段人们开始用火的反映 ,庖牺氏一词 ,则是蒙昧时期高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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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人们以狩猎物作为通常的食物 ,必须把它庖制熟食的反映。 ……尧、舜、禹则是东西各

族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部落联盟时相继的联盟军事首长。由于民族融合为统一的华夏族

实现于周代 ,所以就把姬周族自己的始祖黄帝 ,作为统一的全华夏族的共同始祖。”①这些

看法纠正了顾颉刚原先对传说史料的偏执看法 ,把古史传说史料视为“我们祖先处于史前

各个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象征” ,这是一种符号文化学的分析 ,既不肯定伏羲、神农是历史

人物 ,又承认他所象征的历史文化意义 ,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符合人文历史演化进程的。

古史辨派早期考证古史传说史料 ,虽然有偏执、偏失之弊 ,但是功不可没 ,绝不能因为

他们的某些缺陷和不足 ,就否定他们对于推翻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古史体系所做出的巨

大的历史性贡献。顾颉刚对于传说史料所包含的真实历史故事缺乏认同性分析 ,主要是他

忽视了人类在产生文字以前 ,历史故事往往是由耆、艾、瞽、瞍人人口耳相传得以延续这一

事实。据《国语·周语上》所载: “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瞽献曲 ,史献书 ,师箴 ,

瞍赋 ,蒙诵 ,……瞽、史教诲 ,耆、艾修之 ,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行事而不悖。”这里的耆、艾、

瞽、瞍、目蒙、师、史等都是远古时代 (有文字以前 )掌握丰富历史传说之人。这些传说虽然有

被神化的成份 ,但是也包含丰富的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等人文演化的真实历史 ,是研究远

古时代的主要资料来源。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从纷繁杂乱的传说史料中寻找、分析出真实

的历史线索与情景 ,使其成为描述古史的可靠史料 ,借以重建真实的历史。

总之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是渗透着主体意识、求实精神的历史

观 ,其目的在于剥去古史的神秘伪装 ,给神话传说史料以人文主义的解释。这在中国史学

发展史上 ,委实是一大创说。 郭沫若在当时就评价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

史’ ,的确是个卓见 ,……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 ,在前曾哄传一时 ,我当时耳食之余 ,不免还

加以讥笑 ,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 ,觉得他的见识委实有先见之明。”② 杨宽在 80年代

回顾这段学术史时客观地说: “当《古史辨》第 1册刚出版时曾经哄动国内外学术界 ,人们

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他成就很大 ,揭穿了古史传说的本来面目 ,剥去了经书的

神圣外衣 ,推倒了封建权威的道统 ,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另一种意见相反 ,认为他成就不

大 ,没有结论 ,没有系统 ,没有建设 ,只有破坏。”直到今天 ,史学界对《古史辨》的评价仍然

毁誉不一。本文认为 ,《古史辨》的过失应当指出 ,经验教训应当从理性的高度予以总结 ,但

是他们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不容否定 ,他们在考证古代神话传说史料、辩证古代文献过程

中所取得的成果及其表现的大胆批判精神、求实精神、“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包含的史

学主体意识、实证方法等都应该给予历史性地肯定 ,都值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历史从来

是“层累”地构成的 ,批判史料应当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 ,历史学家的使命永远是重构历

史 ,人类的历史必将由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一代一代的重写下去。

(作者赵吉惠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毛曦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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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古史辨》第 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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