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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頭腦思考：
朱維錚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王東傑 *
一九八七年，朱維錚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走出中世紀》。從此，這五
個字就常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成了一個極具辨識性的符號。二〇〇七年，他接受
英國《金融時報》（FT 中文網）的邀請開設專欄，每週提供一篇二〇〇〇字左右的
短文，三年後和一些主題類似的文章一起結集，題為《重讀近代史》，成為他最後
一本著作。正如這兩本書的標題所示，朱先生的思考重心一直圍繞晚明到晚清的歷
史展開─「走出中世紀」的過程，也是他所討論的中國「近代史」的主要內容。
這兩個表述在他那裏大體可以視作同義語。
十六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是最使朱先生感到興味的一個時段，他一生撰
寫、編纂、校注、講授的對象，也大多集中於此。在他圍繞這一時段所寫大量文
字中，我個人最重視的是一文、一書。
「一文」指的是《走出中世紀》的首篇文章
〈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以下簡稱〈斷想〉）。它乍看只是五十
條劄記，實際卻是朱先生對近代史基本理論、思路、議題的思考大綱，為他此後的
研究提供了一份系統的作業藍圖（後來他又寫了 16 條續篇，收入《走出中世紀二
「一書」指《重讀近代史》，這是一本普及性作品，但無論敘事還是議論都承
集》
）1。
續了此前作品的風格。其中一些內容早已在此前的許多文章中出現過，此時再度提
* 王東傑，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1

朱先生鍾情於劄記這種文體。他告訴李天綱，自己喜歡閱讀「簡短的隨想錄或筆記式的作品，常
《音調未定的傳統
感到比作者本人的鴻篇巨制更能吸引人」。見其〈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
（增訂本）》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頁 374。這一愛好也塑造了他學術風格中一個鮮明特
徵，除了《求索真文明》一書收錄的那些論文，在多數情形下，朱先生偏好通過「隨想錄或筆記
式的」文體來表達學術見解，使其學術工作和越來越流行的「學院」風格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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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視作他的「晚年定論」。本文將以這兩篇文獻為主要考察對象，並結合他
的其他相關著作，試圖以「執其兩端」的方式，把握朱先生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指導
性觀念，並試圖揭示其思想內部的張力。無須特別聲明的是，本文不是一個面面俱
到的總結，更非「蓋棺」後的定論，這一點，敬請讀者明鑒。

一、「走出中世紀」與「轟出中世紀」
朱先生所說的「近代史」，和學界通常所謂「近代史」或「近現代史」有很大
差異。後者一般指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的歷史（有時也把 1949 年之
後的歷史即「當代史」或「共和國史」包含在內）。而朱先生所說的近代史，上限
起自十六世紀晚期，下限截止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夜，即二十世紀的四十年
代」2。上限的出新和下限的從眾適成對比，提示出他似乎更看重近代從何處發端，
而非至何時結束─他雖然也區分「近代」和「現代」（他所說的「現代史」主要
指 1949 年之後），但那主要出於技術性的考慮。事實上，就此問題而言，我想他
大概也還是會同意多數人的意見，將「近現代史」看作一個完整過程，而我們今日
仍在此進程中。
據我的理解，這個主張大概蘊含了兩層意思。首先，清代成為近代史的主體時
段（也是朱先生本人研究的重點）。他一向反對「腰斬清史」，早在〈斷想〉中就
提出，一八四〇年的斷限雖然「無疑具有充分理由」，卻也「將中世紀研究與近代
研究隔成兩個壁壘」，學者難越雷池，以至對一些基本問題，比如中國能否憑藉自
身力量走出中世紀，都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3。若說這裏還是有條件地承認了此
說有其合理一面，二十年後，他已可以更加坦率地指出，此一分界「從開始便顯出
不合邏輯」。其不合理處有二：一是從歷史變化角度著眼，沒有對「前近代」的深
入研究，我們無法說清近代起自何處；一是從歷史延續角度著眼，鴉片戰爭之後的
清代統治和「社會形態」也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4。
因此，朱先生強調清史的完整性，並不是站在傳統史學編纂立場，去維護王
2

朱維錚：
〈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
（以下簡稱〈斷想〉
），
《走出中世紀（增訂
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頁 13。

3

同前註，頁 6。

4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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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史的框架。和執著於「盛世修史」的「新清史」工程的關懷目標迥異，他不是要
為現行權力增光添彩，使他感到困擾的，只是歷史的實相如何，以及最為根本的問
題：中國進入近代的動力來自何處？這牽涉朱先生對中國歷史走向的一些獨到認
識，也是這一主張所蘊含的第二層意思。
對中國能否獨立步入近代的思考，是朱先生與長期占據中國大陸學術統治地位
學說的纏鬥─具體而言，就是由毛澤東 (1893-1976) 整合而成的「兩炮論」：一是
英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古代』打入
『近代』，被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是「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
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中國由『近代』引向現代，跟著蘇俄進入列寧、
斯大林建構的社會主義的新世界」5。然而，在朱先生看來，這一說法蘊含著一個危
險的推論，即「中國沒有能力自行走向近代化」，而只能「被現代化」。「盡管毛澤
東也說過中國社會內部早有『資本主義萌芽』，但他肯定的所謂封建社會長期停滯
論，便預設了這個萌芽總長不大，否則就會墮入『修正主義歷史觀』
」6。這樣一來，
中國只能被「轟出中世紀」（陳旭麓 [1918-1988] 語），而不是「走出中世紀」。在
朱先生看來，
「走」和「轟」雖是「一字之差，卻涉及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7。他強
調，「中華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且正因如此，使得「『近代』中國沒有如印
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現代』中國沒有如蘇聯那樣膨脹而突然解體」8。
可知朱先生關懷的是中華民族的自主精神。在他看來，無視這一點，不但難
以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做出準確判斷，而且無法把握自身命運，只能隨波逐流。可
以說，朱先生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動力來源，既有對專制政治的反感，又有民族自
尊心和責任感。前一方面已多為方家指明，後一方面則是朱先生很少流露的─事
實上，他更喜歡表達對「文化保守主義」的不屑，使得他的這番情感更難以為人捕
捉。不過，在二〇〇九年上海電視臺的一段發言中，他將此段心曲坦露無遺：「我
們如今經常聽到外來批評，指責中國人蔑視發明創造，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經常
鬧得臉上無光。但不說科技發明，就看思想文化乃至倫理政治，直到十八世紀，中
國不是還屬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啟蒙學者的先進楷模嗎？」他未對近兩個世紀的中國
5

同前註，頁 5。

6

同前註，頁 18。

7

同前註，頁 6。

8

同前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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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味逐人牛後的原因展開論述，只是約略談到「從思想改造到『革文化命』」使
得很多「民族傳統」遭到了破壞 9。這解釋當然不夠全面，但也提供了一個少見的側
面，使我們意識到朱先生心中「民族主義」的一面。因此，討論近代史，也包含了
如何認識中國歷史自身屬性的問題。當然，這也就意味著，近代史是無法和前近代
的歷史脫鉤的。
「資本主義萌芽」是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史學界關注的「五朵金花」之一，但長
期以來，由於政治壓力，這一問題的討論多局限在經濟史範圍內。朱先生則依據他
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訓練，試圖在更廣闊的歷史圖景中重構其學術價值：「既然承
認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資本主義萌芽儘管老長
不大，從明代萬曆到清代乾隆的二百多年間卻一直沒有枯死，難道對那個時代的
中國政治和中國思想沒有發生作用麼？」10 答案顯然是「不」。他對康、雍、乾三朝
的政治史做過細緻考察，而特別留意這祖孫三代對理學的態度。他的結論是：「曾
經在中世紀後期起過統治作用的那些觀念性東西……到十八世紀就全被褻瀆了、踐
踏了」，可知「理學只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的一種阻力」。其回答並不系統，而且更
多地是凸顯「中世紀」的觀念與時代的衝突（朱先生似乎僅將理學看作官方的意
識形態，而忽略了其本身也具有相當複雜的立場，這當然可以說是一種偏見），而
非「資本主義萌芽」對政治和思想的直接影響。但這一問題的提出也顯示，他試圖
從全域視角來觀察這一議題，從而逃出有關中國歷史敘述（既有近代史，也有古代
史）的「聖經的靈光圈」11。
朱先生更關注的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念始於何時，或者說誰是中國「開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的問題。二〇〇八年春，他針對此題連續寫下三篇短文，並且取了
一個頗富挑戰意味的標題：〈三問「開眼看世界」〉，斷言「誰先『開眼看世界』」
是個「偽命題」12。這其實是他的「老生常談」，因為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強調，中
國與域外的交往始終沒有間斷，且自明代以來，中國已全面捲入世界性貿易體系，
從中獲利甚豐。他最喜歡舉的例子是，根據全漢昇 (1912-2001) 等人的研究，中國
作為一個「貧銀國」，卻實行了五百年的銀本位制，原因就在通過大量海外貿易獲
9

朱維錚：〈談《大師•陳寅恪集》〉，《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
》，頁 181。

10

朱維錚：〈斷想〉，頁 5。

11

同前註，頁 43。

12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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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白銀的支持 13。此外，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他也一直熱心討論晚明清初耶穌會
士的在華活動及其歷史效應 14。這都給了朱先生以堅實信心，去挑戰傳統中國的「長
期封閉」說，否認中國被「轟出中世紀」。
然而，僅僅從民族主義來理解朱先生的見解，至少是不全面的，實際上，這些
主張也與他的史學立場有關。「源於毛澤東的『落後就會挨打』論」和「開眼看世
界」等論點一樣，也是他反覆駁斥的對象 15。他早就根據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
國的描述斷定，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國固然黑暗、落後，但在思想政治領域，不見
得比同時代的中西歐諸國更黑暗、更落後」16。而經濟史家麥迪森 (Angus Maddison)
的論點─直到一八二〇年，中國的 GDP 仍占世界總份額的 32.9%，穩居世界第
一，超出包括英、法、德、意在內的西歐十二個國家產出總和十二個百分點，更為
他津津樂道，因為這最確切不過地反駁了中國因為「落後」才挨打的立論 17。在他看
來，歷史的實相恰恰相反，中國挨打，不是因為「一窮二白」，而「恰好是因為中
國比歐洲富」（當然還有清政府的腐敗、專制等原因）18。
在他看來，認為傳統中國落後的觀點「違反了馬克思肯定過的歷史比較準
則，即不能限於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觀念，而要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另一個事
實」19。拿十九世紀才在西方成為「事實」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去衡量比較十六
至十八世紀的中國，是不科學的。朱先生既反對「中國精神文明自古冠於全球論
者」，也疏離於「中國人面孔愈來愈醜陋論者」，而自居為一個「認真的歷史主義
者」20。這一認同調和並抑制了他的民族主義情感，使他對現代新儒家持一種嚴厲的
批評態度（部分也和他對清代理學家的認知有關）。同時，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活躍人物，他既反對官方意識形態對學術的管控，也不贊同全
盤西化的主張。這使他幾面不討好，卻也分外凸顯出他在思想上的獨立性。
13
14

同前註，頁 3。
比如收入《走出中世紀（增訂本）》的〈利瑪竇在中國〉、〈利瑪竇與李卓吾〉、〈徐光啟和晚明
史〉、〈十八世紀的漢學與西學〉、〈湯若望與楊光先〉等文。

15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10。

16

朱維錚：〈斷想〉，頁 10。

17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2。

18

同前註，頁 3。

19

朱維錚：〈斷想〉，頁 9。

20

同前註，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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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朱先生說，我們可以把「『近代』定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
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出現以後的時代」，他的意圖不是要應和那一時期激進的全盤
西化論。按照他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資本主義」是一個普世性的社會發展階
段，並非西方所特有，所以他也理直氣壯地宣稱：「在中國的若干地區早有」資本
主義的「萌芽狀態」，乃是「很難予以否認」的事實 21。他依據的是一個超越於族群
和文化差異之上的標準，故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性，和中國自行走出
中世紀，在他的邏輯中，並無任何矛盾之處。
不過，朱先生之所以把十六世紀晚期作為中國走向近代的開端，除了資本主
義萌芽這一線索之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晚明政治起變化的所謂經
學，與適當其會並由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首先引進中國的所謂西學，
二者發生遭遇以後激起的一連串學術畸變」22。這雖然只是一個學術思想史角度的依
據，但在朱先生對近代的論述中卻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當然，對他來說，利瑪竇等
人的作用，毋寧只是「因緣時會，贏得了正在尋覓走出中世紀道路的中國文化先
「中國文化先驅」的作用是自
驅」如徐光啟 (1562-1633) 等人的「認同」23。在其中，
發而具主導性的，西人所扮演的似乎只是輔助性角色。這和「走出中世紀」的大結
論是相吻合的。
朱先生認為，明清之際耶穌會士來華，已是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度傳播
了，而其所處的「環境與條件」遠不如前兩次，也不如在它之後的十九世紀新教傳
教士 24。但他賦予這次傳教活動的歷史地位卻遠遠高出其他幾次，當然不只是因為西
方傳教士「適逢其會」，遇到了中國走向近代的當口，而是因為看到了他們在推動
中國歷史轉型中的作用。若說徐光啟等人「正在尋覓走出中世紀道路」的話，則其
本來並不清楚這條道路究竟是什麼，而他們對利瑪竇的「認同」，也正意味著這條
道路是西來傳教士提供的，至少也是經過後者的提點之後變得清晰起來的。然而這
也使朱先生反對中國「被現代化」的主張呈現出高度的弔詭意味：儘管是以和平方
式而不是在炮火威脅下進行的，同時中國人也具有主導性的地位，而不是被迫簽訂
城下之盟，但是，和以鴉片戰爭為分界線一樣，在這裏，近代的開端仍是以西學東
21

同前註，頁 4。

22

朱維錚：〈利瑪竇在中國〉，《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頁 85。

23

朱維錚：〈徐光啟和晚明史〉，同前註，頁 98。

24

朱維錚：〈基督教與近代文化〉，《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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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為標誌的。
事實上，只有我們認可，「資本主義及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一個
內在於人類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普世階段，而不是某個特定文化的發明，我們才能在
接受這樣一種「近代」尺度的同時，而不必擔心落入「西方中心論」的陷阱。問題
是，將前近代中國出現的若干事實看作「資本主義萌芽」，本身就是採用這種解釋
邏輯的結果─「事實」不是獨立於「觀察」之外的因素，而就是由特定眼光創造
和選擇出來的。倘若我們將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的中國歷史懸置起來，回到這些事實
原本所在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這些事實對當事者的意義，恐怕不能不承認，他
們絕不會將這些事實放在一個線性的社會發展史架構中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成為中國人認知世界的一種維度，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隨著西方列強的入
侵而逐漸建立的。如果不是外力的強勢影響，中國歷史進程中出現的那些看來與西
方「同類」的因素，是否會導向與西方社會同樣的方向，殊難意必 25。
我這樣說，並不就是反對把十六世紀晚期看作中國走向近代的開端，但我也
同樣不反對把西方的進入看作中國「近代」的起點。實際上，只要去除「近代」這
個語彙中的超歷史意味，僅僅把它看作一個描述性概念，則任何一種量尺都在可以
考慮的範圍內。對我來說，「近代」意味一種整體性的社會改變，這改變完全可以
由偶然因素促成，並通過連鎖反應和路徑依賴而形成累積性效應。正如朱先生指出
的，說中國人「走出中世紀」，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略外部力量在此過程中的
影響；同理，說中國人被「轟出中世紀」，也不代表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否定中華民
族的歷史主動性與創造力。說到底，「近代」只是用來指代歷史進程中某個階段的
符號而已─它當然重要，但其價值來自於它對歷史現象的描述和概括能力，而不
是它在一個具有必然性的歷史整體進程中所處的位置。
借用一個幾何學中的概念，歷史分期只是歷史研究過程中一條必要的輔助線，
題目一經解出，就需擦去，不必過於當真（當然也不必輕視）。在我看來，「走出
中世紀」的命題具有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是，指出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自身行動的
結果（儘管是在一個更為廣闊的中外互動脈絡下進行的），需要從中國歷史本身的
發展脈絡來理解。而朱先生的思考所蘊含的內部緊張感，也提示我們注意到觀察者
所獲得的歷史「事實」和其所使用的理論工具之間的關聯。
25

王東傑：〈從內部看歷史和回到列文森〉，《讀書》，2020 年第 2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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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事求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朱先生曾交代，他的學術訓練得益於兩位老師的點撥，一是陳守實 (18931974) 先生，一是周予同 (1898-1981) 先生。「陳先生引導我從原典入手，直接瞭解
馬克思的方法。周先生則引導我從做基本功入手，系統掌握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
這使我有機會對中西不同的治學方法進行比照，努力尋找不同方法的結合點」26。他
的歷史研究，也因此貫穿著兩個取向，一是實事求是，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他心中的馬克思主義，似乎主要是一種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原典基礎上，祛除了
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同時又兼具開放性的一套觀察和解釋世界的
體系。這套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實事求是，即「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的思想
原則和堅持「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事實」的研究方法 27。對朱先生來說，實事求
是和馬克思主義是相互統一的，這或許即是他在中西兩種學術方法中找到的「結合
點」吧！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朱先生講究邏輯與歷史的「一致」28，但也反覆強調，邏輯
「不可能單靠改變邏輯推理予以說明」，而
「不能代替歷史」29，當二者產生衝突時，
必須去考察歷史本身 30。他親歷過中國史學界「以論帶史」以至「以論代史」的風
氣，對於各種「歷史意義」的空論抱著高度的警覺和本能的反感 31。考察史實是他討
論歷史的出發點，所謂「研究歷史，不明細節，便不識大體」32。他多次強調乾嘉漢
學傳統中無徵不信、言必有據的要求 33，實際賦予了實事求是一種超「主義」的地
位（這和他的主觀意圖並不完全一致）。因此，他評論史家、史著，非常注意「歷
史觀念」和歷史研究（包括「文獻考辨」和「史實清理」）的區分。比如，他指出
孟森 (1868-1938) 雖然「承襲清末章太炎 (1869-1936) 一派的學風，憎惡滿清的專

26

朱維錚：〈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頁 379。

27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53。

28

同前註，頁 26。

29

同前註，頁 17。

30

同前註，頁 18。

31

同前註，頁 15-16。

32

朱維錚：〈英文版序〉，《走出中世紀》，頁 XV。

33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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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義，卻每論一人一事，必先廣搜清代官書和私著的相關記載，從中探詢時地
人事的原貌」，其「判斷未必可信，但他的多數論文，即使他的批判者也無法置之
不理」34；對於范文瀾 (1893-1969)、羅爾綱 (1901-1997)、錢穆 (1895-1990)，亦持一
分為二之論 35；對歷史小說家高陽 (1922-1992) 的欣賞，也落在「歷史實相的考訂辨
偽」工夫上 36。他不喜歡「否定客觀史實」的「後現代主義」，將之與「被現代化」
學說並提，認為二者在邏輯上「異曲同工」37。
文獻史料的編校、注釋工作占去了朱先生極大心力，其中屬於近代史範圍的有
《章太炎選集》（與姜義華合編，1981）、《章太炎全集》第三卷 (1984)、《梁啟超論
清學史二種》(1985)、《馬相伯集》(1996)、《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1998)、《維
新舊夢錄》
（與龍應台合編，2000）、《利瑪竇中文著譯集》(2001)、《徐光啟全集》
(2011) 等。扎實的文獻工作為他的史學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也為他的學術
賦予了一種現代中國學者少有的「以書為中心」的特色 38。他的不少論文就是這種編
校工作的延伸品，比如《求索真文明》基本上就是他為《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
的各類著作撰寫的長篇導言集。朱先生的考證具有細緻綿密的風格，每每窮搜證據
而慎做斷言，但一有結論，必求言不虛發，釘鉚不移，如對《訄書》初刻本結集時
間 39、《海國圖志》內容來源的考察 40，都是有名的例子。
另外，他很注重「術語」的準確性。他抱怨中國學者的爭論多是「聾子對
話」，爭論的幾方「誰都不注意概念的涵義的準確性，使用的同一概念可能是『同
名異實』，使用的不同概念倒可能是『異名同實』」，以致往往不了了之。使他更感
痛心的是，學者被圈定在某種「概念所表現的狹隘觀念之內」41。晚年時，他運用概

34

同前註，頁 36。

35

同前註，頁 16-17、213；朱維錚：〈關於錢穆研究〉，《走出中世紀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8 年），頁 141。

36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375。

37

同前註，頁 18。

38

王東傑：
〈以「書」為中心的思想史〉，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
《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18。
39

朱維錚：
〈本卷前言〉，《訄書初刻本•訄書重訂本•檢論》，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 輯，頁 3-9。

40

朱維錚：〈魏源：塵夢醒否？〉，《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
》，頁 252-260。

41

朱維錚：〈初版序〉，《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頁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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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史方法，對於「改革」、「維新」等語彙在清代官方文件中的使用、廢棄和復興
做了簡要而精彩的回顧 42。他不是就概念論概念，而是把概念的變遷放入政治變動
的脈絡中，使語言和行動水乳交融，形成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這種從語言角度進入
歷史研究的思路，顯然和他熟悉的清代漢學「讀書必先識字」的方法論有著承遞關
係，但也和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接受有關：「下定義，做結論，應該顧及歷史
和邏輯的一致性」，概念分析是邏輯性的基本要求，「假如連形式邏輯也不講」，判
斷當然也就是不可信的 43。
朱先生常用「歷史實相」一詞來表達史學研究所追求的目標。至於它究竟如何
理解，他很少加以明示。不過，在《重讀近代史》中有一處表述，有助於我們把握
其原意。在那裏，他先是談到同治時期的清帝國「似乎由動亂重趨穩定」44，但馬上
補充：「歷史現象不等於歷史實相。力求復原歷史實相，也未必意味著揭示歷史本
質。」接著，他提到美國歷史學家芮瑪麗 (Mary C. Wright, 1917-1970) 的《同治中
興》，許為可以攻玉之作，然而又說：
「問題是芮瑪麗界定晚清中國仍屬『儒家社
會』，是否合乎歷史實相？」當然是表示不贊同的意思 45。從這幾段論述可知，朱先
生說的「歷史現象」是指可以直觀到的歷史表象，比如同治時期的「穩定」和「復
蘇」；「歷史實相」則是對表象背後的「歷史實質」之把握─「中興」的外表有可
能掩蓋了更深層的危機─顯然，朱先生傾心的是對「實質」的探索。因此，當他
自謙《重讀近代史》雖未必「能夠恢復歷史實相，但至少表明歷史實相有待恢復」
的時候 46，他所說的「歷史實相」之所指絕不只是單純的「文獻考辨」和「史實清
理」，也定然包含了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意義判斷在內 47。

42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28-33、100-102。

43

朱維錚：〈隔膜的理解〉，《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
》，頁 66。

44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362。

45

同前註，頁 363。

46

同前註，頁 26。

47

不過，在他去世前數月為《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所寫的〈再版前言〉中，他似乎想區分「歷
史實相」和「歷史真相」：「歷史實相未必是歷史真相。歷史屬於已消失的過去，不可能重演。個
別人物所觀察所述說的歷史，即使出自親歷，也必有偏頗，可能映現部分實相，而不可能反映全
部真相。」（該書卷前，頁Ⅲ）在這裏，「歷史實相」似乎降為第二等級的敘述，「歷史真相」占
據了更高位置，而這兩個概念似乎都不涉及「史觀」層次。可以肯定的是，朱先生此處所用的

「歷史實相」一詞，和他在其他諸多場合使用的同一表述有所出入。但因為這是他生命最後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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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實相」的追求，促使朱先生採用辯證眼光思考歷史的表層徵象與深層
流動、短期結果與長期效應之間的複雜關係。他曾和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1937-2006) 討論中國為何在十九世紀沒落了，魏斐德認為這和十八世紀的中
國「過於『太平』」，而當時的西方正陷於動盪有關。「於是我比較那百年的中西歷
史，越比較越感到魏斐德的說法有理，百年太平導致百年停止，而百年戰亂恰好促
使歐洲在競爭中急劇變異」48。平心而論，魏斐德的結論未免太過簡單：平世為何造
成落後，亂世是否必然帶來進展？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有無數事實提供的恰是反例。
不過，重要的是，朱先生很容易就被他說服，接受了這一觀點。這並不奇怪：辯證
法原本就是他所接受的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正如他在討論雍正時期政治史時
提醒讀者的：「『惡』的動機，可能取得『善』的效果」，故而我們承認一種行為的
「客觀歷史作用」，並不因此就要為「獨裁者的卑劣心理」辯護 49。
朱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始終以重建「歷史實相」為目標，因此不得不努力打破
長期禁箍史家頭腦的「主流」敘事。而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學術以「破」為主，事實
上，在「立」的一面，他依然成績斐然。據我的淺見，僅從研究對象著眼，就有兩
個方面尤為突出：一是對清代早期歷史的深入挖掘。在以一八四〇年為界「腰斬清
史」的框架下，這段歷史屬於青黃不接地帶。近代史研究者為了論證走向近代的
必要性，不得不「儘量指斥當年如何封閉、昏暗、落伍」
；而在中世紀的研究者那
裏，這卻是一個「盛世」50。雙方針鋒不接，自說自話。為此，朱先生花了很大力氣
來清理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歷史，其立論的一個特點，是跳出這兩種各執一詞的傾
向，既指出這一時期的成就，也揭破「盛世」帷幕下的危機，試圖還原一幅更加複
雜的歷史畫面。二是對新的研究領域和主題的開拓。今日一些早已為人熟知甚至可
以說是熙來攘往的研究領域，如近代早期西歐對中國的認知、康、雍、乾三朝的統
治思想史、清代學術史、章太炎的思想、晚清國粹主義、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等，當年都由朱先生首發其覆，或大聲宣導。而有些話題，如陽明學與近代中國的
關聯，早經朱先生在八〇年代就揭示出來 51，至今卻仍缺乏更加系統和深入的認知，
的作品，表達也極為簡略，很難據此判斷他為何做此調整。
48

朱維錚：〈走出中世紀─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斷想（續）
〉，
《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5。

49

朱維錚：〈斷想〉，頁 27。

50

同前註，頁 6。

51

朱維錚：
〈陽明學在近代中國─由晚清至民國的政見史劄記〉，
《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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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空谷足音的寂寞。
朱先生的馬克思主義是通過閱讀原典獲得的。他多次回憶在陳守實指導下閱讀
《資本論》也是他引用最多的馬克思主義
《資本論》的情形 52。事實上，在我印象中，
的原典著作。他受此書影響極深，就連談及陳寅恪 (1890-1969) 時，也對陳氏讀過
《資本論》一事給予特別關注 53。這種經驗使他有能力和信心將他所認知的馬克思主
義和經過史達林 (1878-1953)、毛澤東改造過的馬列主義區分開來，後者那種「在
伸張馬列主義的旗幟下，用觀念代替歷史」的做派 54，正是他奮力掙脫的「主流史學
教科書」立場。作為一九八〇年代「文化熱」的推動者和積極參與者之一，朱先生
提出要「考察中國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直接宣導和推動了文
化史研究的復興，對於一向教條而僵化地強調「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而將「上
層建築」視為末務的中國大陸史學界來說，是一個極大突破。
由於堅持實事求是優先的原則，朱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實際上已在不少地方打
破了某些「正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框架。比如，他試圖從多元角度來觀察同一個
歷史時期，注意到一個社會內部各領域的相互抵牾。前邊曾引用過他對中國資本主
義萌芽討論提出的質疑：經濟形態的變化有可能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引發什麼樣的後
果？這一問題建立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前提
下，意味著經濟、政治和思想這些不同的社會部類之間，存在著相互配合的聯動關
係，而以經濟為主導性因素。朱先生是接受這一看法的，然而，他在實際研究中卻
注意到許多共時性因素彼此矛盾的現象。比如，雍、乾禁閉言路，「於是百年社會
基本穩定，造就的經濟繁榮，反而成為政治日趨腐敗黑暗的屏風」55；而也正是由於
它們之間的反背，造成十八世紀之後中國的落後 56。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政治腐
敗，這些現象同時並存，也相互影響，但指向卻各不相同。
他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判斷，「只適用於形容中世紀後半期

296-312；〈在晚清思想界的黃宗羲〉，《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80-88。
52

朱維錚：
〈我的書架沒有秘密─答《南方週末》編者劉小磊先生〉，《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318-319。

53

朱維錚：〈談《大師•陳寅恪集》〉，頁 178。

54

朱維錚：〈過去的「風流世紀」─關於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
《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241。

55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3。

56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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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體制，而不完全適用於社會關係的結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地域發展的不
平衡，造成地方力量增強，將「促使社會結構由靜態向動態轉變」57。如是，則政治
領域和社會領域的發展不必同步（當然，這也意味著，他部分認可了中國封建社會
「停滯」的論點）。這種不一致性同樣適於政治和學術的關係：「帝國的沒落不等於
學術的沒落」，
「學術行程」也並不「總是追隨政治行程」58。朱先生對中國經學史做
過一句精彩總結，叫做「學隨術變」，深受學界關注─事實上，這四個字太過有
名，以致似乎很少有讀者意識到，他對於晚清學術發展的這一描述，意味著「學隨
術變」不一定就是中國學術史的通則。
這種多元論視角提示出，一個社會內部必然存在異質因素，因而也必然維持
某種張力。不同領域各有運作規律和資源配置，並不總是按照同一步調前進，甚至
也並不指向單一的方向。當然，這並不妨礙它們彼此銜接、互動，構成一個具有整
體形式的「社會」（或「國家」），但其異質性的存在提示著歷史變動的多種可能。
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觀中，社會是按照某種既定程式（比如從經濟基礎到上
層建築），通過連鎖反應而達成的統一秩序。而在多元性視角下，社會呈現的是更
加動態和複雜的運作機制。當然，朱先生沒有對這一觀察的意義做進一步闡發，也
沒有總是關注運轉速率和方向不同的各個部分之間是什麼關係，存在怎樣的互動，
又對於近代中國產生了什麼影響。不過，其提示卻可以並且應該成為後人的學術起
點。
並不奇怪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也會遮蔽朱先生的目光，使他的有些
看法陷入自我矛盾和張力之中。前文已經提到，他試圖在近代史分期問題上跳出一
八四〇年分界的束縛，回到中國自身傳統中去尋找變化的線索，但仍回到「資本主
義萌芽」的老路上。他和自己所批判的對象不同的是，後者只是強調，中國出現的
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萌芽，因而不得不被「轟」入近代；朱先生則給予這個萌
芽以更加正面和積極的地位，但其背後的依據仍是五種社會形態說，仍要在這一理
論下為中國歷史尋找標位。他似乎忽視了，即使從西方歷史的語境看，資本主義也
「從未在歷史中服從統一的『運動規律』
」59，因此，也就難以將之當作一個可以放諸
57

朱維錚：〈斷想〉，頁 20。

58

朱維錚：〈題記〉，《求索真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年），卷前頁 I。

59

小威廉•休厄爾 (William H. Sewell Jr.) 著，朱聯璧、費瀅譯：《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
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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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的尺規，來衡量其他社會有未產生「近代性」。
這種矛盾在「中世紀」這個概念上體現得更加鮮明─這個從歐洲歷史中直接
拿來的術語，甚至比「資本主義」、「封建社會」等表述更加「洋派」。事實上，
《走出中世紀》出版後，學界一直存在一種質疑：中國有一個「中世紀」嗎？西方
中世紀的基本特點可以直接對應於中國嗎？朱先生其實早已想到此點，在〈斷想〉
中已經給讀者打了預防針：「除了少數還停留在古典的古代社會以前的民族以外，
目前世界上的一切主要民族，都經歷過自己的中世紀。」有此定見在心，他雖然可
以同時意識到，每個民族的歷史皆有其「與眾不同的特色」60，而且特別強調在實際
研究中應特別關注時空的「差異」性 61，但「封建化是任何民族進化途程的必由之
路」的意識 62，限制了他去思考歷史行進的另一可能。
朱先生一向主張：「任何一種歷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於討論對象『是
什麼』，然後才能追究『為什麼』。」63 他假定存在著一種和「理論」無關的「事
實」，卻沒有意識到，他所發現的「事實」也是高度依賴於其所信奉的「理論」的
指導、制約和形塑的。正是（廣義的）理論決定了史家看到什麼，又將什麼現象自
動排除在「事實」之外，視而不見。對「是什麼」的回答當然決定了「為什麼」，
但反過來，「為什麼」也決定了「是什麼」。我們提出的問題本身，就預設了答案
可能的範圍，而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也跟我們所相信的理論有關。「正統」馬克思
主義那帶有目的論傾向的線性歷史觀念和本質主義的哲學立場，長期支配著朱先生
的潛意識，使他把「中世紀」和「資本主義」等概念當作全部學術思考的參照點，
從各種「歷史現象」的蛛絲馬跡中，竭力分辨其下所隱藏的更具決定意義的「歷
史實相」，然而也不免被其約束。在此意義上，不管是「走出中世紀」也好，還
是「轟出中世紀」也好，論戰雙方其實被同樣的話語系統所纏繞。也許，只有走出
「中世紀」這一類言說系統和思維方式，我們才有可能在中國歷史中發現真正的主
體性。
「指導思想」可以反過來成為束縛思想的工具，同樣地，任何一種觀念也不可
避免地會與自己的對立面產生糾纏。因此，要深入瞭解朱先生的學術，也需要看
60

朱維錚：〈斷想〉，頁 14。

61

同前註，頁 20。

62

同前註，頁 14。

63

朱維錚：〈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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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論辯對手們對他思想形態的塑造。至遲自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朱先生就
致力於對「自命宗奉馬列主義的主流學士們」的批駁 64，直至晚年不懈。然而，經過
學界三十餘年的努力，到了朱先生棄世之前，中國近代史領域早已不復昔年風景，
朱先生鄭重其事批駁的許多言論，有不少已被學界棄置一旁，不再被認為具有批
評的價值了。比如，他在二〇〇八年的兩篇文章中指責學界「奉所謂『民族鬥爭，
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的公式為圭臬」65，始終沒有注意到「貫穿全清兩個半世紀以
上的滿漢雙軌制」66，或者就不免遠離大多數研究者的認知。他過高估計了對手的力
量，始終不忘批駁這些「錯誤論點」，反而在不自覺中被對方設定的話題所框限，
而未能盡展其才。這正是馬勇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表示遺憾的地方：「他對一些問題
的探究其實只是針對他們『那一代人』的近代史，而不是我們這一代正在研究著的
近代史。」67 自然，一代有一代的學術。無法跳出自己「那一代人」，是任何一個學
者最終難以避免的命運，不足以為白璧之瑕，亦不足以為尊者之諱。

三、結

語

作為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新局面的開創者之一，朱維錚先生以極
大的道德與智識勇氣，努力擺脫那些長期盤錯於中國人頭腦中的僵化思維，以期將
學術從政治的管控下解放出來。在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出版的朱維錚作品集中，
每一冊的扉頁上都印有朱先生的一句自勉之詞：「我應該有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
我可以有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樸素至極，平常至極，但對每一個熟悉當代中國
歷史和現狀的人來說，也沉重至極。其言雖可說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卻更令後
學產生仰之彌高的感慨。朱先生的全部事業，都建立在他對學術獨立與自由的信仰
之上。他揭示出許多被「主流」敘事排除或遮蔽的議題，極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視
野。乍看起來，他的許多敘述和判斷都只是輕描淡寫，甚至有些漫不經心，但細細
體會，常可發現其中蘊藏著深層線索，具有極強的啟發力，甚至比那些振聾發聵的
宣言式斷語更加引人入勝，令我們無論是否贊同他的具體觀點，都不能不折服於他
64

朱維錚：〈百年來的韓愈〉，《走出中世紀二集》，頁 193。

65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頁 288。

66

同前註，頁 51。

67

馬勇：〈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朱維錚〉，《中華讀書報》第 9 版，2012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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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氣與睿智。
歷史學家的宿命與永遠無法躲開的尷尬在於，他∕她努力一生，試圖看清歷
史的走向，卻無法擺脫自身所在歷史重力的影響，朱先生當然也不例外。然而這命
運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他曾短暫地「密參機要」，並因此鋃鐺入獄，卻也因禍得
福，從此擁有了「一顆屬於自己的頭腦」。他後來的學術眼光，除了早年接受的馬
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史學的訓練之外，也深植於這段經歷。他觀察歷史，特重統治
者內部的權力鬥爭：從「學隨術變」的角度勾勒經學的歷史脈絡，自是目光獨具，
發人未發；對清史的關注，也主要放在君主統治術上，無論是滿漢關係，還是漢宋
之爭（朱先生在漢學與宋學兩大思想學術社群之間加入皇權因素，使這一學術競爭
呈現出極其複雜的政治涵義），他解說的焦點都放在君主個人獨裁制度及其意識形
態操控方面，而且更傾向於從個人道德品行和權術施展的視角理解清代政治、思想
走向。一九六〇年代進入上海市委「羅思鼎」寫作組，是他人生中一段傳奇經歷，
但經過積澱和錘煉，在他亦成為一種穿透曲折隱晦的修辭把握史事真相的能力。比
如，他通過乾隆帝 (1711-1799) 對偽孫嘉淦 (1683-1753) 奏稿所批上諭及處置手法的
剖析，揭示出乾隆皇帝的隱秘心態，可謂精彩絕倫。對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學者來
說，要達到朱先生這樣刪繁就簡、舉重若輕的處理方式，殊非易事 68。
朱先生洞悉政治經營的秘訣，直到晚年，還在反覆陳說：「如果堅持馬克思的
唯物史觀，就不能混淆歷史與現狀的區別，因而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諷
今，都必然扭曲乃至背離歷史實相。」69 然而，遠離實際政治鬥爭後的朱先生，並
未放棄他對現實的關切。他很像自己研究過的章太炎，激烈反對以學「致用」，
又「追求主體感受與客觀進程的吻合」70 ─他當然知道，「主體」是不能消除的。
他筆下的清代漢學家，倒像是夫子自道：「在每個關節點上，總能找到他們的學術
立場與政治立場的聯繫」，而他們也在這裏顯出自己的「獨立性」71。朱先生的歷史
研究，從選題到視角和論點，也都與他的時代保持著密切聯繫，這是他著作中人性
溫度的來源；與此同時，又以史家的冷峻，刻意維持著與政治的必要距離，以免被
68

朱先生的文章喜好使用反詰等表達方式，往往「引而不發，躍如也」，似乎也帶有寫作組時代的
烙印。

69

朱維錚：〈增訂本小引〉，《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卷前頁Ⅱ。

70

朱維錚：〈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頁 383。

71

同前註，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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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席捲而去。由於誠實面對「屬於自己的頭腦」，他的學術始終充滿著張力與掙
扎，在看似單純的語義中潛藏著別樣的可能，要在有心人自會爾。
我們自然可以指責朱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忽視了許多層面，比如，對社會史的關
注遠不如對上層政治的熱心；雖然意識到地域差異的存在，卻沒有更多地引入歷史
變易性的討論中；對社會科學理論的吸收和轉化不足，甚至對他不喜歡的人物往往
使用一種臉譜化的模式去描摹；很多時候是在用一種「應然」的尺度去評判，而非
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去體貼 72，等等。特別是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之後近代史研究
風氣的轉型，似乎對他毫無影響。這當然都是事實。朱先生自己也已步入歷史，無
法免於被人評說。不過，浦江清 (1904-1957) 曾在一篇紀念王國維 (1877-1927) 的文
章中說：「夫為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之時代中一無表現耳。」73
朱先生在「自己的時代」中是有傑出表現的，做好了「他們『那一代人』的近代
史」；而我們，作為他的學生和專業領域的後來者，也只要做好「我們這一代人的
近代史」，即是「為往聖繼絕學」，盡到了自己的一份責任。
（此稿承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靳帥、蔡文潔兩位同學指正，謹表感謝。）

72

不妨略舉一例，比如，他諷刺王夫之撰寫《永曆實錄》，卻隱去了南明桂王政權從上到下都皈依
《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頁
了天主教的事實。見〈匪夷所思─世紀更替中間的哲人怪想〉，
48。這樣一來，朱先生喪失了對《永曆實錄》何以會完全失載此一史實的原因加以追究的機會。

73

浦江清：〈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沉〉，
《浦江清文史雜文集》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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