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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历史是史学家写成的。时代演进, 史料愈积,完全由一人写史的时代,逐渐进

至集体写史的时代。这是中外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集体写史的理论、方法论随之出

现。个人写史与集体撰史中各有优劣。集体写史,兼采一人写史之长,是集体写史的理想方

法,但必须有一位卓越的史学家领导全局,否则,极难想像能写成什么样的作品。中国大陆

拨巨款修清史, 这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传统, 应注意吸取历代集体修史的经验教训,完成这

一举世瞩目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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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是史学家写成的,没有史学家,没有历史。史学家具备卓越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客

观的方法、灿烂的文采,又倾毕生岁月, 献身于写史, 然后一部优美可信的历史, 悠然出现于

天地之间,垂之千秋,光辉益灿。

史记 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年)获麟止, 共述接近三千年的历

史, 这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贯穿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部历

史,其写成则耗尽史学家司马迁的一生心血(也可以说是司马迁父子的心血结晶)。元封三

年(西元前 108年) , 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之职,开始了撰写 史记 的大业。写了七

年遭李陵之祸, 幽于缧泄,而撰写不辍。狱中写了两年,出狱以后,任中书令,继续执笔,至征

和二年(西元前 91年) ,又历时六年, 史记 始写成。综计 史记 的写成, 出游天下,网罗旧

闻,断断续续,历时约二十年;阅读纂写史料及执笔撰写,历时又近二十年。40年的岁月, 耗

于一书之中,司马谈又为之先奠基础,可见 史记 一书写成的艰辛了。一生为此书,受尽刑

辱,书成之后,又不敢公之于世,正本秘藏,副本存京师。幸其外孙杨恽于宣帝时代,传布其

书,乃大行于世,已侥 万分了。惟 史记 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

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

法,无法写出超越 史记 的新的中国上古史。对于 史记 , 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

代之。殷墟甲骨文是够丰富够珍贵的商代新史料了,它能补充 史记 、殷本纪 的不足, 也



足以证明 史记 、殷本纪 的可信。 史记 在中国历史上, 如日月丽天,像永不枯萎的青松,

历万古而长新。它的问世,创造了中外史学的新世纪。

汉书 究西都之首末, 穷刘氏之废兴 , 是西汉两百年的历史, 首撰于班彪, 仅揭序

幕 ,其子班固继其业, 探纂前记,缀辑所闻 , 潜精研思二十余年,写成 汉书 百篇。中间

又历经牢狱之厄,这诚然是一项艰巨的伟业了。班固与司马迁一样, 一生患难重重。其开始

撰写 汉书 时, 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 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为他辨白,明帝阅

读了他的文稿, 甚为激赏, 即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为郎,典校秘书, 并命他继续

写成 汉书 。永元元年(西元 87年) ,大将军窦宪征匈奴,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后窦宪伏

诛,班固受牵连被捕,于永元四年(西元 92年) ,死于洛阳狱中,以致 汉书 中的八表及 天文

志 未成, 由其妹班昭及马续踵成之。一代之史,其写成的曲折过程如此。

汉书 前后由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写成, 其居首功者为班固。后世称美 汉书

者,皆归功于班固。如范晔于 后汉书 中云: 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 不抑抗,

赡而不秽, 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 而不厌。 攻击 汉书 者, 亦直指班固。如郑樵认为

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 断汉为书, 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 甚至将司马迁与

班固比成龙之于猪, 可见班固对 汉书 所应负的责任了。一部历史大著,主要由一位史学家

写成,昭昭然如此。

被英国史学界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吉本( Edw ard Gibbon, 1737 1794 年) ,其大

著 罗马帝国衰亡史 ( The H istory of the Decl 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 ire )系 17世纪

的博学与 18世纪的哲学思想的综合品。吉本与当时的学者伏尔泰( Voltaire, 1694 1778

年)等交游,他在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主要观点, 与伏尔泰相符。但是他觉悟到历史所

亟需的是事实, 于是接受了 17世纪博古家( the ant igualian)的博学传统, 对于古典的( Classi

cal)作品、拜占庭的( Byzantine)作品、中世纪的编年史、本笃会( Benedict ine)所出版的四开本

的出版物,以及钱币、金石等,皆肆力 集与钻研, 他个人所建立的图书馆, 极为可观, 仅在

1785年 1月到 1788年 6 月, 就买进了 3000 英磅的书 。在这种深厚的基础上, 他运其精

思,于是英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一部最经得起考验的历史名著悠然问世了。

吉本的例子,说明博学而有思想的史学家,能写出不朽的历史巨著,但是吉本将全部身

心性命投注到里面去,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从 1771年到 1787年之间,定时起居,定时写作,

为写作牺牲了生活, 牺牲了婚姻(他的未婚妻住在瑞士,有一次他从伦敦到罗马,经过瑞士,

未婚妻盛迎,以为要结婚了,他正色说: 我是去罗马找历史资料的! 未婚妻一怒之下,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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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银行家! )。到 1787年 6月 27日夜里 11点到 12点之间,他写完最后一行时,放下持重的

笔,在院中踱来踱去,眺望湖光山色(时在瑞士)。当时气候凉爽,万籁俱寂,一轮明月自水中

映出,他掩饰不住心中的愉快,恢复了自由,建立了声誉,但是愁云随之而起,失去了老伴(将

所写的历史,当成老伴) , 史学家的生命像是变得特别短暂与不确定 。不几年,他的生命也

真的结束了!

英国文采翩翩, 想像力极为丰富的史学家麦考莱( Lord Macanlay, 1800 1859年)为写

其历史大著 英国史 ( H istory of England ) , 与吉本一样, 一生未娶,而且放弃为 爱丁堡评

论 ( Edinburgh Review )写文章,谢绝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高位,全副精神写其大著。

他写的速度极慢,往往读 20本书, 写一句,行百里路,写一行,字句之间,费尽斟酌,不到每一

段有一警句,每一句像流水般流畅,决不罢休,段与段之间的安排, 全书的体例设计,尤其消

耗他的神思。待其大著问世了,由于其文章的优美,数日间尽取英国仕女案头间的小说而代

之。时至今日, 其书已为后来的英国史代替, 然其艺术性仍在,为史学界称道不已。

以上司马迁、班固、吉本、麦考莱四人,都是中外第一流的天才史学家, 其思想极卓越,其

学术极渊博,其文采极灿烂,其方法极可观,又皆倾注一生的精力以写史, 牺牲人间的荣乐;

于是珍若球璧的历史传世了, 史学家的生命, 也像游丝一般消失了!

二

历史以成一家之言为贵。良史( good history)须由史学家包办全部工程,亲自 集史料,

全神阅读史料, 细心考证史料,审慎消化史料,全书以独创的体例为纲领,以一致的义例作标

准;文字表达,务求通达尔雅, 思想发挥,不离事实驰骋; 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

轻,而忽人之叫谨 微光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如此则良史出,而劣史( bad his

tory)绝迹。所以历史的写作,应是一人的专业。集众以写史, 是犹超市人而与谋室中之

事 , 难期臻于理想。西方学者曾很明白的说: 历史巨著必须是一家之学,而非集众专家

各出其所长以凝成。

时代演进, 史料愈积,完全由一人写史的时代, 逐渐进至集体写史的时代。这是中外史

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趋势。中国自唐太宗时代起,设立史馆以修史, 历代因之, 千余年不绝。

此种史馆,一为修当代史的国史馆(宋以后名称) , 永久设置;一为修前代史的史馆,属于临时

性质,其书修成,其馆即罢,这是所谓官修正史的史馆。国史馆中有难以数计的史官,专门执

笔及时记载天下所发生的事件,也不断编纂当代的实录与国史; 正史馆则集众撰修前代数十

年或数百年的历史, 如唐修晋、梁、陈、齐、周、隋各朝之史,宋修唐史, 元修宋、辽、金三史, 明

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是集体撰写的前代史, 这也是中国驰名中外的所谓官修正史。其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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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有时很久,其动员的人力, 有时无穷。以清修明史而论,清顺治二年( 1645年)即设

立明史馆,议定修撰明史体例。康熙十八年( 1679年) ,重开明史馆, 正式撰修。当时为网罗

天下英才,先举行了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录取彭孙 、倪粲、朱彝尊、潘耒、汤斌、尤侗、毛奇

龄等五十余人, 这些人多是当时驰名学者,皆被安排在明史馆, 从事修史。任史馆总裁的徐

元文、叶方蔼又聘请了当时最娴于明史的万斯同, 以 布衣参史局。于是工作浩浩荡荡开始。

万斯同则任审稿的工作, 凡分撰之稿,皆由他审定。至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 , 明史 初稿

500卷修成, 雍正二年( 1724年) , 诏张廷玉等再加修订, 至雍正十三年( 1735 年)定稿, 乾隆

四年( 1739年)刊行,是即现行 332卷的 明史 , 前后历时近百年修成,所动员参与撰写修订

者多至数千百人 ,这应是中外规模最大的集体写史事业了。

西方一人写史的传统, 至 19 世纪后期也发生转变。1896 年 10月英国史学家艾克顿

( Lord Acton, 1834 1902年)在给剑桥大学出版部理事会的报告中谈到编纂 剑桥近代史

( The Cambridge Modern H istory )一事说:

以最能嘉惠学林的方式, 存留 19世纪即将遗传下来的全部知识,诚为千载一时的

良机。 审慎的分工, 我们能完成此一盛举,且能将每一种文献与国际研究的最成熟

的结论,呈献给人人。

在我们这一代, 是不可能拥有尽善尽美的历史( ultimate history)的, 但是我们能整

理传统的历史( conventional history) , 并且显示出我们已到达一新阶段, 所有的资料都

已掌握,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解决。

这是期望尽善尽美的历史出现。资料全部掌握,问题一一解决,采取分工的方式, 呈献

国际研究最成熟的结论,一部无瑕无疵, 后人不能复赘一词的历史,自然应运而出。于是艾

克顿聘请了世界各地的驰名学者,就其所专长研究者, 分题撰写,最后汇集在一起, 这部 剑

桥近代史 就问世了。以后陆续出版的 剑桥中世纪史 ( The Cambridge M ediev al H istory )、

剑桥上古史 ( T he Cambr idge A ncient H istory ) ,都是采取这种集体撰写的方式。其风气又

漫延至世界各地,成为撰写历史丛书的典范。

三

历史写作, 从一人写史,演变到集体写史,主要由于历史资料的激增。据近人指出,研究

近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出版书籍的四分之一 。英国的国家档案处

( the Public Record Of fice) ,有年轻学者的牢狱之称 ,其文献以件数计, 不知其几千万;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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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在千百吨以上。年轻、黑发、朝气蓬勃的进入其中, 出来时可能已白发苍苍, 濒于风烛

残年了。西方的情况如此,中国亦然。中国到隋代,载籍已浩繁。唐太宗初即位时,弘文馆

的藏书,已达 20万卷以上 。其后记注制度益善, 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急骤盈

积,史学家以渺渺之身, 已无法驾驭这些资料 (安史之乱, 所焚烧唐玄宗一朝的起居注, 即

3682卷) ;天才的史学家,不能遍阅资料, 如何写出客观可信的历史? 集体写史, 不得已而

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万之为而为, 莫之致而致。

惟集体写史,有其严重的缺陷。一代之史,仓卒成于众人之手, 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

习 , 事实与事实间的和谐关系, 无法建立, 是必然的; 深具意义的整体 ( a meaningful

w hole)、风格一致的文章, 所赖以成一家之言的优越条件, 消失于无影无踪, 是无法避免的,

历史可能不再优美可读;人类或将不再尊重历史。集体写史,缺陷如此,于是就有待建立具

体写史的方法论了:

集体写史, 兼采一人写史之长,是集体写史的理想方法。有一位卓越的史学家,领导全

局,整体由一人规划,宛如大匠的造巨室,良将的用三军, 则一部水准以上的历史巨著,将幡

然问世。清代史学家戴名世曾作比喻云:

譬如大匠之为巨室也,必先定其规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审其势,堂庑之已

正其基,于是入山林之中,纵观熟视,某木可材也, 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栋也榱也,某石可

础也阶也, 入集诸工人,斧斤互施, 绳墨并用, 一指挥顾盼之间,而已成千门万户之巨观。

良将之用众也, 纪律必严, 赏罚必信,号令必一, 进止必齐,首尾必应, 运用之妙,成乎一

心,变化之机,莫可窥测,乃可以将百万之众,而条理不紊,臂指可使, 兵虽多而愈整, 法

虽奇而实正。而吾窃怪夫后世之为史者, 规制之不立, 法律之茫然, 举步促缩, 触事

,是亦犹之寻丈之木,尺寸之石, 而不知所位置, 五人十人之聚,而驾驭乘方,喧哗扰乱

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为巨室,而用大众平哉!

集数十人或千百人写史, 如无一人领导, 则极难想像能写成什么样的作品, 规制之不

立,法律之茫然 , 举步促缩, 触事 ,良史又怎能出?

无数人眼光不同,思想纷纭, 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无法一致, 无数人学术歧互, 立场各

异,解释历史事实的角度,难相符合,无数人文字各有风格, 陶铸历史事实的能力,高下悬殊,

完美整洁的一家语言,难期出现。所以要有一人居于其上,建立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统一

解释历史事实的角度,润色风格各异的文字, 就像司马光主修 通鉴 一样,刘恕、刘 、范祖

禹等宋代卓越史学家所 集的资料,所撰写的文字, 最后皆由司马光一人裁定润饰,以致一

部自成一家言的作品便出现了。集体写史成功, 通鉴 是显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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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 南山集 卷一 史论 。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 卷三十八 万先生斯同传 。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卷一 经籍会通 条云: 太宗初即位,即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



写史 有草刃而无讨论 , 是最大的缺陷。一人写史,形单影只, 互相切磋, 往复抖弹,

势不可能,即使文成之后,以稿本质之同道,寄望批驳, 由于对方非同样深入研究,所得效果,

未必理想。集体写史则不然。领导人时时集众于一堂,讨论体裁的订定及书法义例的划一,

审查资料的 集、分类与真伪考释,厘正写成文稿的内容与文字,如此则精确客观的历史,可

望写成,写史良法,尽在于此。

四

2003年 8月受邀赴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 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 , 参加大陆的学术

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有幸参加修清史的会议,更觉千载一时,机会难逢。参与的两岸学者数

十人, 讨论的重点在于修清史应采用何种体裁。讨论的过程,不同的意见丛出, 而皆议论平

允,词气谦和,相隔数十年的两岸, 瞬息之间, 融洽于无间。

讨论的初步结论,决定采用纪传体与章节体的综合体修清史, 且以清史上接正史, 延续

二十五史的传统,字数以三千万字为限,文字以浅近文言文表达,修成时间,定为十年。其他

细节,不赘于此。

中国政府拨巨款修清史, 是石破天惊之举。中国的正史不绝,悉系于此,举目世界,未有

其他国家民族, 有此类绵延数千年的正史,遍载人类过去的事迹者。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世

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不是虚誉。今珍惜之, 令人雀跃。

三千万字太多, 一千万字足矣, 限定十年写成, 时间太短,纪传体与章节体能否冶于一

炉,也是问题。有一人领袖全体,时时聚集, 不断切磋, 极为重要, 实事求是, 有是事而如是

书,不着意识形态,将使这部书驾于被称誉的 明史 之上;如果意识形态挂帅,全自当代观点

出发,那么它将是中国正史中最劣的一部,连 元史 都不如了!

国可灭,史不可灭 。 满族建立的大清帝国,结束已将近百年之久了。在中国五千年

的历史洪流中, 其所占的地位如何, 其所建树与所破坏者如何, 皆待据事实以详述。值时代

尚近,史料仍多之时,集众修成一代实录,以与 明史 相接, 为中国添信史, 为世界增遗产,历

史伟业,不朽盛事,应是无过于此了。

(作者杜维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于 沛)

(责任校对: 章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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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灭,史不可灭 ,是宋元之际出现的一种历史观念,语见 元史 董文炳传 与 刘秉忠传 。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卷九 元史 传。



SUMMARY OF THE MAIN ARTICLES

Qing Empire in the World History H e Fangchuan

In the history of Qing Empire, the external factor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Since six

teenth century, the change brought by the Capitalist Era was fundamental and worldw ide.

T hough this change could not af fect the founding of the Qing Empire, nor could it prevent the

heyday of the reign of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it determined the follow ing historical

nature of this empire from the external t rend. This st rong external t rend f inally led to the de

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 he fate of the Qing Empire had turned from sharing the same des

t ination w ith the Chinese nat ion to separat ing f rom it. While the Qing Empire had fallen, the

Chinese nat ion w as st ill imbued w ith vitality.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and the Study on the Daily Life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L iu X incheng

T his is an introduction to daily life history w hich appeared in the West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 T he art icle has analy zed the soci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new branch of his

tory, noted its relation w ith the t radit ion of w 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sketched its such main

characters as enlargement of research f ields, m icro- trend of research contents, the goal of re

constructing total history, the method of looking f rom below and the explanat ion of the

Other s posit ion.

The Methodology of Writing History Collectively Du Weiyun

History has alw ays been writ ten by historians, how ever, as societ ies become complicated,

and resources appearing more and more, the t imes that w rit ing history by one historian has

been replaced by w riting history collectively. T his is the t rend bo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

nese history and abroad, and so appear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of w rit ing history col

lectively. There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w rit ing history individually and collec

t ively, but collect ive w rit ing history with the advantages of individual w rit ing w ould be ideal

method. Collect ive w rit ing history needs an excellent historian as a leader, otherw ise, there

w ill be no good result . Now following Chinese t radit ion of writ ing history,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write Qing history, w hich should pay much at tent ion to the experiences of col

lective writ ing history bef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