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术专业主义

现在有一种比较显著的倾向，就是对档案、史料的

热衷，甚至被当成了一种学术新潮。其实，重视史料，这

既不新，也不旧，而是学术的常规，永恒的方法。俗话说，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对史料用不着盲目崇拜，

更不要被某些无厘头的说法吓倒。

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本质是合理化。现代

通过不断的合理化而达到最大效率。合理化渗透了现

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学术领域，就是知识的不

断分化，学术的合理分工，分科研究和学术专业化。专

业主义是现代学术的根本特点。凡是不专业化的，都

必须做好被消灭的准备。韦伯在他著名的《以学术为

业》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

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

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

声匿迹。”（1）

兰克被称为现代史学之父，被视为实证主义史学

的始祖。但是，正如我们简单地把韦伯理解为现代化论

者是片面的一样，把兰克史学理解成为实证主义史学也

是片面的。无疑，兰克认为历史研究要全面占有材料。

1933 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学界名流面前

公开赞誉陈垣与王国维为中国两位世界级的学者，成为

一时传颂的佳话。而陈垣在史料上以“竭泽而渔”的方

式令人生畏，其结论往往不可移易。

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传统，历史学家无不重视材料

的搜集，特别是努力获得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中国最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叙述了他撰写

《史记》一书的准备工作：“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

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

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2）

在柏拉图这样古代的形而上学家看来，现象和偶

然的、变化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现代，本体论和形而

上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类踏入了时间的河流，历史

开始受到重视。杰姆逊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永远

历史化”。

章学诚和章太炎讲“六经皆史”。傅斯年认为，历

史学就是史料学。在某种程度上，傅斯年的《史语所工

作旨趣》成了一个学派宣言，中研院史语所成了中国现

代的一个学派，就是科学派史学或新考据派史学。但是，

由于这一派的研究过于依赖材料，不仅治学偏畸，而且

容易导致垄断材料的不良风气。比如，胡适一直秘藏垄

断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直到临死前才

影印出版，因此受到周策纵批评。

20 世纪 80 年代，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有

人垄断闻一多的材料，秘不示人，视为秘密武器。后来

听说，近代一位重要学人全集的编者，为了能够使自己

可以“新材料”显示于人，一直拖延全集的出版，直到他

自己写的书出版以后，这部学人的全集才得以出版。学

界也经常称赞某位学者发现了“新材料”，哪怕“新材

料”实际上并无意义。这种对“新材料”的过分追求容

易将学术引向邪路，甚至死胡同，阻碍学术的健康、正常

发展。

依赖秘密材料不是学术的通途大道，终究不能大

成。严耕望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

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

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

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

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所以很

多人把自己所能得到的新史料据为己有，自己研究，不

肯示人，更不肯早早发表，让大家来研究，这是很不好的

现象，很不好的行为。然而所以有这种自私恶劣，主要

的还是由于一般研究学问的人过分强调新史料的重要

性，忽视了旧的史料，尤其忽视普通的旧史料，他们以为

旧史料，旧的普通史料没有什么价值了。其实不然，我

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

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

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

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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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所能看得到，人

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

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

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

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

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

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

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

异，离开事实愈遥远。”不仅钱穆等历史大家，即使被金

岳霖认为无所不知的陈寅恪也是使用常用的书、普通的

材料：“陈寅恪先生，他懂得的语文极多，能接触到新史

料的机会应该也不少，但他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

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抽

绎出来的。尤其有关唐史的三部重要著作，《政治史述

论》与《制度渊源略论》两稿，主要史料固然不外乎两

部《唐书》与《资治通鉴》，就是《元白诗笺证稿》也只引

用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很少新的资料。这几位学人的

治学方法与成绩，都可说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

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3） 

在文学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分别体现了两种不

同的治学方法与路径。鲁迅在批评郑振铎的研究方法

的时候剖析了两家不同的方法：“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

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

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

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4）

学术研究与材料确有密切关系，陈寅恪甚至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5）学术和钱、

和经济基础有直接关系，但鲁迅所说的“恃孤本秘笈，

为惊人之具”，是有钱人的学术。这种富家翁的学术实

际上只能唬一唬不学无术的人，并不能吓倒真正的学

者。现代一些著名的史学大家并不受潮流的范围，如雷

海宗、钱穆、吕思勉、蒙文通。马克思主义学派当然自不

待言，使用的都是常见之书、普通的材料。即使最受推

崇、最为博学的陈寅恪也并不以罕见材料惊人。普通人

也可以做学术，使用普通的、常见的材料也可以做出大

学问，而且走的是学术的康庄大道，能做出真正好的学

术。花钱买秘密材料，那是财富的表现，“看人人所能

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才是学问。

二、平庸之恶

孤立的、碎片化的史料是没有意义的，史料只有在

历史的脉络上才能获得理解，只有在历史整体中才具有

生命。尤其是过分依赖秘密材料，对公开的材料视而不

见，不能导向正确的结论，只能产生偏僻的观点。秘密

材料并不那么重要，在通常情况下，根据公开的材料就

足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秘密材料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起到印证的作用。

雷海宗曾说：“多年来中国学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

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

学为例：一般认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

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

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道理自然就能

看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历史的了解虽然凭借传统

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

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

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6）蒙文通与雷海宗的学术渊

源授受不同，但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的理解却是一致的。

蒙文通说：“治经、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人

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

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治诸子之法

治史。其实，经学也不是单凭考据可了。考据是工具学

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也有不谙

考据而治史的，却也是缺点。……每一代有些问题还是

要从通史中才能求得解决，以免滞固不通。总的说来，

学问是循环反复的事。哲学和文学都不可忽视，这对理

解历史是大有帮助的。”（7）钱穆对科学派史学的批评最

为严厉：“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

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

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

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

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

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8）

考据被许多人与烦琐等同起来，所谓“烦琐考据”。

针对以考据为特点的乾嘉学术，蒙文通指出，有事考据

而不囿于考据者，有考据而不烦琐者。蒙文通以自己的

学术经验为例现身说法：“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

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

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

外还有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

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他说：“文化

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

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

的变化相联系的。”（9）雷海宗、钱穆、吕思勉、蒙文通等

学者都强调通识与通史。不过，通史是一种无形的精神，

并非某种外在的形态。尽管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

的《二十二史札记》在形态上是清人常用的札记体，但

是，蒙文通却认为，它们是“自成体系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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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说：“章太炎先生尝言：近人读书尚多未至

‘不懂’处。旨哉斯言。”（10）对历史没有基本的了解，

这样的学术只能是伪学术，这样的教育只能是毁人的

“教育”。

三、抓大问题与把握主流

《治学杂语》是蒙文通晚年治学的心得，非常精到。

《治学杂语》开门见山地说：

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

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

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

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

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

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

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

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

谨防误入洄水沱。

以虚带实，也是做学问的方法。史料是实，思维是

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

读基础书要慢点读，仔细读。不仅是读过，而且要

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还无用，而是要思。

但思并不是乱出异解，不是穿凿附会，只是能看出问题。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

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

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

……

读书贵能钻进去，并不在于读罕见的书，要能在常

见书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问题。（11）

这是知道之语，通家之言。

蒙文通强调，做学问要抓住大问题、中心问题，如

江河行舟，要行其主流，不要拐到小河沟里去，迷失了方

向，尤其是不要误入洄水沱。严耕望谈到他师从钱穆治

学的经验说，“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虽然始终

自觉才气不够，但总想朝大处、远处、高处看”。 （12）严耕

望批评现代学术过分强调专业分工，期望在狭小的范围

内用功，可以做到专精，实际上是缘木求鱼，背道而驰。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诸如所谓

“重写文学史”，许多人都在洄水沱里扑腾。人们都说“大

江东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湖南地方的

人可能会说，怎么能说是大江东去呢？我们家门前的河

明明是向北流的嘛。在湖南，这确实是事实。毛泽东的

《沁园春·长沙》就写着“湘江北去”。我们湖南的地理

决定了湖南的河流大部分不是向东流入海，而是向北流

入了洞庭湖。但是，并不能因为湖南的河流、长江的支

流是向北流的，因此就说苏轼的“大江东去”错了。湖

南只是中国的一省，湘江只是长江的支流，中国西部青

藏高原和东边太平洋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最主

要的河流是发源于西部青藏高原，向东流入海洋。不能

偏于一隅，以支流来否定主流，以局部来否定主体。

我们通常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文革”时期中国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按照剑桥史的数据，

这种说法与事实并不相应。这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对“文革”十年与“文革”前十年两个不同时期经

济的描述与比较：“整个 1958—1965 年的国民收入增长

率还不到 1966—1978 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

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

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
1968 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

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13）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

革”时期较前一时期投资成本降低了一半，经济增长速

度却提高了一倍。

“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仅仅因为

政策的变化，因为现行政策否定了集体化，因此，根据这

种政策的变化来否定《创业史》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

仅仅根据政策的变化来否定农村合作化题材小说，根本

谈不上文学批评。

四、“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

重要、首要的是要把书读懂，而不要简单地想要有

新的史料发现，新的观点发明，不要钻牛角尖，挖空心思

找新材料。

章太炎“近人读书尚多未至‘不懂’处” 的说法，令

人感慨。今天，很多学者连“不懂”这一步都还没有做

到，就大发议论，厚诬先贤。现在许多学者谈“劳动的

神圣与光荣”。有的学者错误地把“劳动的神圣与光荣”

当作社会主义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劳动确实

受到贬低和歧视，但赋予“劳动神圣与光荣”的并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劳动的神圣与光荣”并不

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按劳分配”是

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法权”。“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

大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马克思根本没有

发明什么“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家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亚

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观点。马克思的贡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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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剩余价值论”。

1875 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开始就明

确而坚决地拒绝了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劳动不是一

切财富的源泉。……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

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14）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膜拜

劳动，而是提出“消灭劳动”：“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

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

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

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

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

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

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

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15）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鼓吹什么“劳动的神圣

与光荣”，相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女婿拉法

格提出了“懒惰权”：“可是，无产阶级，这个包括一切文

明民族的生产者的伟大阶级，这个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

把全人类从奴隶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从动物变成自

由人的阶级，竟违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

命，让劳动的信条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惩罚是残

酷的和严厉的：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灾难都出于他们

这种对劳动的酷爱。”“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劳动

的时代。其实，这是痛苦、贫困和蜕化堕落的时代。”“他

们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从事的疯狂的劳动是人类最大

的祸害，只有当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并限制在每天三

小时之内，劳动才会变成对悠闲懒散生活的一种令人愉

快的调剂。”（16）

我们一直把“资产阶级法权”简单地视为一个极

“左”的概念，“文革”结束后，有的学者甚至可笑地提出

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资产阶级法权”

既可能是极“左”的，但也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概念。列

宁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说：“马

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

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

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

阶级法权 ’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

‘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可见，在共产主

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

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17）列宁便直

接把苏联的体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并不只李大钊持这样的看法，比如著名哲学

家冯友兰也持这样的看法。他在著名的《贞元六书》中

说：“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的；一种经

济制度，是跟着一种生产方法来的。不从根本上着想，

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

‘法律’，都是无补实际的。”“不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

上注意，而只枝枝节节地，要以主观底努力解决妇女问

题，是不能成功的。”（18）在书中，他甚至也同样使用了

“根本解决”这个词。他还说：“中国民族现在当了‘乡

下人’，可说是向来未曾受过的侮辱。在历史上中国民

族虽也常有过军事、政治上的失败，然总还保持着‘城

里人’的资格，即较之周围所接触的诸民族，总还是居

于经济先进的地位。有人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其实

中国民族在以前所以能同化别民族者，并不是因为他有

特别强的同化力，而是靠他的经济先进的地位。我是根

本不信：说某个民族始终特具有某一种能力的。只有

经济的力量，才是最后的，决定的力。”（19）冯友兰无疑

是正确的，抓住了根本。中国之所以能够同化其他民族，

并不是因为中国的道德与文化水平高，而是因为在中国

古代所谓“天下”的范围内，中国的生产方式最先进，经

济最发达。然而，19 世纪，一旦遭遇经过了工业革命的

西方工业化国家，便不堪一击、一败涂地，从军事、文化

到心理都发生了彻底的崩溃。

清人讲读书要先识字。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没有

学会走就想跑。长期以来，不少人性喜逆反，喜欢做翻

案文章，爱搞逆向思维，一门心思去找偏僻的史料。这

样容易有“新意”，出“成果”，容易引人注目。学问应该

在保守的基础上出新意。所谓推陈出新，不是一把推倒

旧的结论，甚至回避与舍弃旧的材料，一味地“逆向思

维”。如果没有牢固的根基和基础，可能如沙上建塔，或

者像小孩搭积木，是把戏与儿戏。应该先读基本的书，

了解基本的史料，读懂基本的书和基本的史料。新时期

以来，剑桥史很流行，人人都爱谈顾准、陈寅恪，许多人

也可能读过蒙文通，但往往视而不见，没有真正读懂顾

准、陈寅恪和蒙文通。许多人把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当作时髦，时刻挂在口头上，但却并没有

真正领会。它意味着立定脚跟，独立不倚，不趋时附势，

不追逐新潮，不为潮流所左右，而最根本的在于强烈的

“求真意志”。具体落实在陈寅恪自己身上则是：“寅恪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

乎湘乡南皮之间。”（20）蒙文通开宗明义就说，心术不正

的人不可能有大成就。古人讲正心诚意。学问一定要

正，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剑走偏锋，不要寻旁门左道。投

机者即使侥幸而邀时誉，也终不可长久。

描写妇女解放的《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受到

贬低，张爱玲的文学受到吹捧。《白毛女》从歌剧到芭

蕾舞剧，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经典。如果说中国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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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有什么东西能够留下来的话，我认为三样东西

可能留下来：鲁迅的作品，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

女》，何占豪、陈钢创作的《梁祝》。《白毛女》讲述了中

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1964 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将歌

剧改编为芭蕾舞剧。最早将歌剧改编成芭蕾舞剧的实

际上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48 年就将它改编成了芭

蕾舞剧。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成了难

以超越的艺术高峰，不论今天用多少钱来堆，也堆不出

那样的高度。

如果仅仅就翻译成外语的数量来说，张爱玲无疑可

以把任何一位汉语作家都比下去。张爱玲的《秧歌》翻

译成了 23 种语文，《赤地之恋》翻译成了十多种语文。（21）

可是，张爱玲的这两部被夏志清吹捧成为现代文学高峰

的作品，却是美国宣传机构拟好的写作大纲。最奇妙的

是，张爱玲按照美国宣传部门写的书，在解严以前的台

湾省也成了事实上的禁书。我们不禁好奇，张爱玲这

些盖世杰作，除了夏志清，当时谁是它的知音？谁是它

的读者？在《赤地之恋》这部依照美国人的大纲写出来

的小说里，张爱玲却反常地突然宣称“所写的是真人实

事”。 （22）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曾经提出，《红楼梦》

的作者和著书年月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按照张爱玲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写作性质，则其资金之来源及

其传播途径与方式亦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我不否认张爱玲的艺术才华和她对现代黑暗面的

深刻理解。张爱玲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能够称得

上“大作家”，在于她的彻底与极端，在于她对现代性深

不见底的黑暗与虚无的深刻理解与描写。鲁迅对现代

的黑暗面也有深刻的理解，但是，鲁迅却并没有像张爱

玲那样因此堕入黑暗。有着“贵族血液”、被夏志清吹

到了天上的张爱玲，一见到汪伪政权里一个小小的伪官

就低到了尘埃里。在被称为是张爱玲最好、最完美、最

深刻的作品《色·戒》中有这样一段话：“英文有这话：

‘权势是一种春药。’对不对她不知道。她是最完全被

动的。又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

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

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张爱玲

及其“张迷”，这些彻底的“经济人”人格的人，可以说是

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一者是应用于社会结

构的分析，一者则证之于个人的人格。

夏志清的小说史把反共冷战的政治宣传品吹捧为

杰作，置于民族魂鲁迅之上。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人为了打倒鲁迅，不惜给鲁迅加

上汉奸的污名。贬低鲁迅和郭沫若不是孤立、个别、偶

然的现象，而是后面存在一个巨大的发生“装置”。这

个装置当然不是李斌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一

个政治装置，明确地说，就是妖魔化左翼与革命的政治

装置。因为郭沫若不仅是继鲁迅之后左翼文学和左翼

文化的代表和旗帜，而且是公开树起反抗蒋介石和国民

党大旗的第一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

主任、中将军衔、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郭沫若，1927 年 3
月 31 日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真相，独自一人率先举起了反抗

蒋介石的大旗。此时，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距离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还有时日。后来，他

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但是，当时，他和宋庆龄等许

多列名于南昌起义的领袖人物一样，并不是共产党员，

而是国民党员。他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共产党最倒

霉的时候才加入共产党的。而这个时候，不少原来的共

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下纷纷脱离、

背叛了共产党，不少人不惜出卖自己的同志以换取自己

的苟活或者荣华富贵。郭沫若却为了大义而毅然抛弃

了许多人渴望而不可得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秘密回国参

加抗战。佐籘富子在她的丈夫不辞而别回国以后，这样

写道：“反顾为全中国而生活的人，中国才是必要的，而

只顾着个人，在中国怕是多余的吧。一个人的力量并不

大，但只要像郭那样向这方向进行——虽说是微力——

我也很可以为郭之妻而无愧了。”（23）

早在“文革”前，郭沫若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

生命和家庭的航船四面都是暗礁和险滩。“文革”发生，

他首当其冲地被列为批判对象，后来他和范文澜两人被

毛泽东列为保护对象，却仍然难逃浩劫，乃至家破人亡。

郭世英之死，令许多人至今惋惜不已。当他的生命被强

行终止之时，年仅 26 岁。牟敦白视郭世英为“心中的

偶像”：“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

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郭世英的话令我们陷入巨大的悲痛与深深的绝望：“如

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的人，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

幸的。”（24）周国平将郭世英称为“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

人”。他这样描述北大时候的同学郭世英：“我格外鲜明

地感觉到， 眼前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类型，其

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 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

欺欺人。”（25）郭家的孩子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

理想的人性的顶峰，让众人仰望呢？

人们普遍非议郭沫若“文革”时期的学术著作《李

白与杜甫》。周国平是这样理解的：“《李白与杜甫》初

版于 1971 年，其开始写作应在 1968 年。正是在连丧

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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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

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

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

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

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

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

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

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

别’了。”（26）

1973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七律《读〈封

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当时，将某个人与儒家或孔夫子联系起来是一

个极其严重的指控。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对同

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中发生的两个插曲印象极为深

刻：“毛很少毫不含糊地支持一派；他通常总要保持机

动的自由。很可能在他采纳周的政策的同时，他个人至

少还赞成周的某些反对派。这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在谈

话中间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

在此以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我

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

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我为什么要在一场批孔运动中

去见一位尊孔派呢？中国又有谁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地

安排这种会见呢？……我在结束 1973 年 11 月这次访

问以前，看到了正在迫近周恩来的某些压力。在最后一

次宴会上，那种节日气氛和开怀的祝酒使我情不自禁提

出了孔夫子问题。我的脑袋一定是给时差的多次变化

搞糊涂了，要不就是茅台酒喝得太多使我有了醉意。我

现在无法解释我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具有爆炸性的

主题。我不揣冒昧地说，中国好像很自然地把国家看成

是调节人们的行为、道德和政治活动的一个庞大的教育

机构；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从来都是信奉儒家的。我

还说，这种概念似乎仍然存在，尽管现在教育的内容不

言而喻是同儒家学说针锋相对的。这个说法以罕有的

冒失方式实质上把毛泽东也叫作儒家了。周恩来一听

就沉不住气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尽管只有翻

译听见了我的话，他还是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种类比

是荒谬的。虽然我申辩说他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作

无知的表现，他也拒绝接受。”（27）周恩来被基辛格视为

机智、完美的领袖人物，但是，当基辛格提到孔夫子的时

候，却表现出来了从未有过的慌乱与失态。

1974 年 1 月 25 日，在一万八千人参加的中央和国

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在讲话中公开毛

泽东见她时对郭沫若的批评，两次令这位 82 岁的老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受羞辱。（28）

吴宓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位令人心生敬意和

无比信任的学者。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记日记。吴宓日

记是一部既充满血泪又最令人信任的 20 世纪知识分子

史。在“文革”的时候，即使他写的日记会给他带来厄运，

他也仍然坚持记日记——即使可能当即就会被红卫兵

毁掉。

陈寅恪与汤用彤是吴宓自始至终最敬重的两位学

者。吴宓与陈寅恪都以遗民自居。可贵的是，尽管吴宓

在立场上与共产党对立，但却并没将共产党妖魔化。他

只认事实和道理。尤其是，他是激烈地反对新文学和新

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是，他对新文学作家却并无偏见，

而是从事实出发，对茅盾的创作给予崇高评价：“在舍续

读小说《子夜》，趣味甚浓。茅盾（沈雁冰）诚不愧为中

国之巴尔扎克，有志欲做中国此时代之社会风俗史，惜

所成书仅三四部耳。”（29）

吴宓日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 1964 年日

记中写道：“昨今广播告全校，世界青年参观团来校应如

何整洁，特告戒（诫）见时不许多言，尤禁用外国语，等

等。可谓尽宣传作伪之能事矣。宓按共产党之兴与其

成功，实由其人务实崇真，艰苦奋斗；今得国略久，而诸

种设施专务虚文，不求实益，章训琐屑，命令纷繁。又惟

事宣传，以蒙蔽耸动为能。窃疑共产党将自此衰乎？”（30）

他在“文革”高潮的 1966 年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之右

派知识分子亦皆爱国、尊党、敬仰毛主席，决无思造乱、

叛国者，其争权好名、喜读旧书、偶吟诗题画者，则有之

耳（但皆绝不望政局之改变与外敌之侵入）。”（31）

吴宓在 1961 年 9 月 3 日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陈

寅恪对共产党的态度：“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

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

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32）陈寅恪痛斥周扬，

但吴宓却对郭沫若充满了敬意。读吴宓 1955 年的日记，

他对时代风气的激烈针砭与对郭沫若的敬重形成了鲜

明对照。“昔之数十年中，吾侪与全中国同心同道之士，

固皆有完全之自由。以反抗、攻诋、辩驳，甚至辱骂胡适

等人，以明真是而存正气，以保国粹而存文化。呜呼，在

今则如何者，吾侪乃如犬之摇首摇尾于主人之前，主人

指某人为盗，犬即向之狂吠，宁敢稍吠途中之行人，更勿

言主人之亲与友矣。”（33）他对全国动员舆论声讨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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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宓愤甚，谓胡风有罪，党与政府

径可惩诛之，何必令全国人士一一声请致讨，此与昔之

制造民意，其伪何异？”（34）他记录了对思想改造运动

的反应：“惟厉言思想改造为今最紧迫之急务，谓共党决

于八年内完全改变全国尤其五百万知识分子之思想，使

全信奉马列主义唯物论之世界观，而专心为社会主义服

务。……宓聆后深感苟活之痛苦，惟祈早死而已。”（35）

“盖少年助教人人想作李希凡、蓝翎，急于自见。”（36）但

他读郭沫若的著作却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

界：“又读郭沫若《青铜时代》，……此郭君所见，皆远

在胡适之上。”（37）“翻阅郭沫若译《浮士德》一二部，盖

于百忙中辛苦译成（1943）者，可佩。”（38）

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在 1981 年发表的《考古学

和中国历史学》中对郭沫若在考古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做了如下盖棺论定的评论：“1927 年，蒋介石与共产党

决裂并大肆围剿共产党员，郭沫若被迫逃亡日本，过了

10 年的流亡生活。这 10 年，郭氏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的

古代遗物，撰著了数种不朽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30 年）、《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年）、《卜辞通纂》

（1933 年）、《两周金文大系图录》（1934 年）。这些著作

及其他流亡日本时期撰写的关于古代中国的著作，无疑

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的巨人的地位。他

在甲骨文、金文和青铜器风格演变方面的开拓性著述，

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尽管郭沫若在中央研究院

有许多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李济，但出于对他在

上述领域的杰出贡献的尊重，1948 年他们仍然推选郭

氏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郭氏

拒绝接受） 。”（39）

周扬被称为中国的日丹诺夫、文艺沙皇，郭沫若则

被称为中国的歌德。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

会主义》中这样评论歌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

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

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

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

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

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

庸人。”（40）在郭沫若的身上也体现了同样的矛盾性与

两重性。无论郭沫若身上有怎样的弱点，他的方向和道

路是正确的。被民国尊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可议之

处多矣，并且至今非议不断。孙中山逝世后，针对讥笑

糟蹋他的丑类，鲁迅写了著名的《战士与苍蝇》：“有缺

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我们不要被表象迷惑，也不要被潮流席卷，要有自

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与胡适

分道扬镳，对胡适的轻蔑溢于言表，并非偶然。胡适在

通过傅斯年转呈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

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

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

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

做面子。”（41）蒙文通说：“读书不仅要从文字记载中看

出问题，还要能从不记载处看出问题。不记载也从另一

个方面反映了问题。”（42）读书不仅要在有字处读，而且

要在无字处读，要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现在使用日

记做研究成了一种流行的风气，不少人利用蒋介石、胡

适的日记做研究。胡适日记就有许多空白。（43）例如，

胡适几乎事无巨细都有记录，可是，恰恰他收受蒋介石

的巨款，日记却没有记录。许多人只看到胡适表面上受

到蒋介石礼遇，然而，实际上，蒋介石却在日记里对他充

满鄙视，放肆咒骂。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汪荣祖曾经这样

评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在表面上对胡适的

礼遇与尊重，过度夸大了胡的影响力，民众不免对胡有

过度的期盼。其实，胡在蒋面前并无招架之功，因蒋自

以为有恩于胡，而胡亦不能自外于蒋，虽欲置身于体制

之外，然大使、院长皆为蒋所授之官，实已参与了蒋政

府，更何况暗中接受蒋私下金钱的馈赠，从国史馆所藏

蒋介石嘱俞国华电文可知，自 1951 年至 1955 年间，胡

一共收了蒋九笔钱，总金额 45000 美元，难怪蒋私底下

如此瞧不起胡，甚至骂胡是‘无耻政客’。在这种蒋胡

关系的框架里，胡适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只能成为专权

者的点缀，而其本人在独裁者的眼里又是何等的卑下与

屈辱。”（44）

哲学家怀特海说：“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

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达到的高

度。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明好学的人，毕生献身

于学术研究。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来看，中国的

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45）但是，近代

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长期陷于亡国灭种的边

缘，中国人彻底丧失了民族自信和自尊。直到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革命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沉沦的趋势，使中

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年来，形成了一个民国化妆运动，造出了“民

国范儿”之类名词。对民国时代的无端美化肉麻吹捧，

只能说明今天的“民国范儿”的无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来自于 1935 年摄制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

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是对民国这个山河破碎、民族沉沦的时代的记

忆。让我们回到历史，听听真正的“民国范儿”的心

声吧。在五卅运动的前一年，1924 年，徐志摩说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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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痛快地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

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的心窝变成了

蠹虫的家，我们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大谎！”（46）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陈寅恪说 ：

“寅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抵抗必亡国，屈

服乃上策。”（47）

结  语

现代学术强调分科研究，唯新是求，这是现代学术

的显著特点。现代学术，既有长处，也有缺陷。对于现代

学术潮流本身，我们要有反省的能力。过分强调创新，可

能导致刻意立异。于是，似乎前人做的是正题，我们就只

能做反题；前人说了真理，我们就只能讲歪理。如果我

们也吃饭，何来创新？其实，学术的本质，历史的精神，不

是追求新史料，制造新观点，而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华商学者叶维廉所强调的“历史整体性”对于历史

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叶维廉在《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之省思》中针对普实克与夏志清的争论说：

“我们必须承认，大陆的批评家或‘左’倾的其他批评家

应该是讲求历史的，虽然太偏颇了些。他们的问题出在

未认清他们的历史见解只是暂行的，未认清他们以偏概

全的妄误。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是超历史的批评家却

往往是违背历史的。”（48）“文革”结束后，某些“超历史

的批评家”将夏志清的偏见奉为真理，用来“重写文学

史”，其实，这并非“超历史”，而是在根本上脱离了历史

和违背了历史。

“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严耕望这一

告诫值得我们谨记，不然就会跑偏和蹈空。所谓材料并

非天然就是材料。杜甫的诗歌在五代的时代不是材料，

经过了五代的散失，到宋代受到人们的珍重，就成了材

料。去年出版的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受到

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材料不是“挖掘”出来的，

它们在洪老师的身边已经待了几十年。出之自然的材

料，才是好材料。水到渠成的学问，才是真学问。

2017 年 11 月 8 日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学生与政治：韦伯

的不由自主演说》，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98 年版，第 48 页。

（2）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 10 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3293 页。

（3）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22 页。

（4）鲁迅：《致台静农》（1932 年 8 月 15 日），《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2 页。

（5）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36 页。

（6）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王敦书选编、雷海宗著《历

史·时势·人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04 页。

（7）（9）（10）（11）（42）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

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版，第

38-39 页，第 6 页、第 33 页，第 1-3 页，第 1-3 页，第 15 页。

（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

书馆，1996 年版，第 4 页。

（12）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1 年版，第 259 页、第 278 页。

（13）［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年》，谢亮生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07 页。

（14）［德］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15 页。

（15）［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 78 页。

（16）［法］拉法格：《懒惰权——驳斥 1848 年“劳动权”》，中

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

研究室编《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71-81 页。

（17）［苏联］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

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51 页、第 256 页。

（18）冯友兰：《新事论·谈儿女》，《三松堂全集》（第 3 版）第

5 卷，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 316-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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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三松堂全集》

第 14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5 页。

（20）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

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52 页。

（21）庄信正：《张爱玲致庄信正》（1966.10.19）注解：“张爱玲

一九六九年所写履历中提到那时 The Rice-Sprout Song

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文，Naked Earth 也有十几种译文。”

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6 页。

（22）张爱玲：《赤地之恋》，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著作完成

日期：1954 年，初版：2010 年 8 月，第 3 页。

（23）佐籘富子：《我的丈夫郭沫若》第 4 页，汉口：1938 年 5

月 14 日初版，1941 年 5 月 20 日再版。

（24）牟敦白：《X 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

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7-27 页。

（25）周国平：《流星般划过的生命——回忆我的同学郭世英》，

《文史博览》2005 年第 5 期。

（26）周国平：《“北大”那些事》，《档案天地》2013 年第 3 期。

（27）［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 2

册，张志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7页。

（28）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

版，第 320 页。

（29）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 7 册（1961—1962），吴学昭整

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51 页。

（30）（34）（3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

第 2 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60 页，第 189-190 页，第 200-201 页。

（31）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 7 册（1965—1966），吴学昭整

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472-

473 页。

（32）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 5 册（1961—1962），吴学昭整理

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166-167 页。

（33）1955 年 4 月 11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续编》第 2 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48 页。

（36）1955 年 4 月 20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续编》第 2 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56 页。

（37）1955 年 6 月 6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续编》第 2 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91 页。

（38）1955 年 12 月 8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

续编》第 2 册（1954—195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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