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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中国学人对当代西方史学
认知的深化

　 　 　 邹兆辰

　 　 邓京力教授等所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开宗明义指出:近 20 年西方史学理

论研究发生了整体性变化,其中孕育着 21 世纪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作者尝试从中国史学理论的

立场审视近 20 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对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

发,来对西方史学的变化进行综合研究。 作者所阐述的研究宗旨使我们想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许多学

者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去探讨当代西方史学新潮流、新趋势、新观点,为中国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

提供借鉴。

一

早在 1982 年 6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田汝康、金重远两位教授选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

选》,该书所反映的内容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学者所了解到的西方史学的新观点、新趋势,也就是

所谓的“史学流派”。 这些流派多出现于 20 世纪上半叶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作者采用“文选”的形式,
将西方史学流派中有代表性的文章选译出来,对史家的学术背景、学术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并且做适当

的评论。 这个“文选”体现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新趋向的关注点、认知的水平和基本评价。 该书

主要内容包括德、法、英、美、意等国家的 17 位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代表性文章。 他们是:威廉·狄尔泰

(德)、弗里德里希·迈纳克(德)、卡尔·雅斯贝斯(德)、吕西安·费弗尔(法)、亨利-伊雷内·马鲁

(法)、雷蒙·阿隆(法)、阿诺德·汤因比(英)、卡尔·包勃尔(英)、乔治·屈威廉(英)、伯特兰·罗素

(英)、罗德里克·弗拉特(英)、查尔斯·比尔德(美)、卡尔·贝克(美)、阿伦·尼文斯(美)、西德奈·
胡克(美)、奥托·弗兰兹(美)、本纳德多·克罗齐(意)。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所选择的学者既有史学家,也有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反映的问题有对

历史的基本看法,即历史观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史学思想和流派的表现。 例如,狄尔泰(1833—1911)是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自然主义”,主张哲学的基础是主体的所谓“直接感

受”。 他认为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史。 雅斯贝斯(1883—1969)是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

物,他认为所有自然现象实际仅在心灵中有所“存在”,认为存在不是客体,仅仅是主体的说法。 客观的

历史过程和主观对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主观历史意识之外并无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 卡尔·贝

克(1873—1945),是美国史学家,是美国史学中相对主义的主要代表。 他的口号就是“人人都是他自己

的历史学家”,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历史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或者说是“说过和做过事

情的回忆”。 此外,还有像英国汤因比这样的著名历史学家论著的摘要。 这个文集着重介绍西方史家

的历史观点,可以说此书力图让中国学人了解到唯心史观的各种形态的表现。
类似的书还有 1984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此书

的内容、形式都与前书相似。 该译文集包括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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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和著作的节选,包括李凯尔特、雅斯贝斯、阿隆、罗素、贝克尔、克罗齐、汤因比、罗素等。 编译者认

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流派众多,大多数表现唯心主义倾向,但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如新康德主义、新黑

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解构主义、相对主义等,都对西方的历史研究有很大影响。 但

是,不能因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就一概予以否定。 对唯心主义必须历史地进行评

价,进行鉴别、扬弃。 该文集侧重于对西方历史哲学各种观点的揭示,对于当代西方史学各种流派的状

况很少涉及。

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介绍与研究达到

一个高潮,各种翻译和介绍的论著不断出版。 199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

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一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留美的中国学者对当代欧美史学发展从理论方法及

各领域、各流派状况方面进行的介绍,有助于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了解。 1990 年,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了《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的《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该书是一本文集,其中有些文章介

绍了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史学的新变化。 综合性的论著有徐正、侯振彤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

状》(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徐浩、侯建新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陈启能主编的《二

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也有很

大篇幅介绍了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状况。 这些著作,使中国读者得以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到当代西方史

学的发展变迁。 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已经不再使用“文选”的形式来介绍当代西方史学,作
者们已经对当代西方史学的新发展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向中国读者来展现了,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学人对

当代西方史学认识的深化。
西方史学在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变化,引起中国学者的深切关注。 在高校从事西方史学教学与科

研的教师们抓住时机,把现代西方史学出现的新变化引进教学之中。 徐正、侯振彤主编的《西方史学的

源流与现状》在讲述古希腊史学以来的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续写了现代西方史学特别是当代欧美主

要国家的史学,分别叙述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史学新趋势,还涉及当代西方新史学方

法,如历史比较法、历史计量法、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等。 该书是一部集体合作的成果。
徐浩、侯建新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一书则是两位学者各自研究当代西方史学最新成果的汇集。

他们论述兰克史学,是把它作为传统史学的代表,其目的在于说明传统史学的危机与转型。 在说明传统

史学的困境的基础上,他们论述了以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终极原因为目标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如斯本格

勒和汤因比),也论述了奉行非决定论、强调主体认识作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如狄尔泰、克罗齐、柯林

武德、波普尔)。 该书以很大篇幅论述了异军突起的法国年鉴派及其开创的新史学。 同样以很大篇幅

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各种分支,如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等,论述了计量史学及其引发的新经

济史、新政治史。 该书还用较大篇幅介绍了独树一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点论述了英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派。 比较史学和心理史学也是该书关注的一个重点,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予了说明。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出于众多专家之手的一部巨著。 该书对于新康德主

义的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狄尔泰、文德尔班到李凯尔特、卡西勒做了系统的介绍;对于文化形

态史观也是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做了系统的研究、介绍。 何兆武先生在论述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

时,从克罗齐的史学理论谈到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在论述自由主义的史学理论时则从罗素的历史观谈

到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在论述分析的历史哲学时,他从波普尔的史学理论谈到德雷的史学理论;他还对

生命派的史学理论如奥特迦·伽赛特的历史体系观做了系统的介绍。 除了反映这些有代表性的历史哲

学思想之外,何兆武、陈启能先生主编的这部书还对当代西方史学流派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比如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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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自然科学与史学等。 该书还分章论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当代美国史学、当代苏联史学以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批判等。 这部书反映了当代中国学人

对于当代西方史学认识的最高水平。 诚如张椿年研究员对该书的推荐意见中所说:该书各章都由专门

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执笔;各章作者都是根据原著和第一手资料写成;各章夹叙夹议,注意分析,是一部

研究性的作品;注释详尽,资料翔实,文字深入浅出。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

的态度对西方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 学者们深刻

感觉到西方史学的变化是惊人的,许多新的名词术语、理论观念层出不穷,扑面而来,与我们过去对于西

方史学的了解大为不同。 在这种形势下,学者们深切感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一贯地采取排斥态度,而是要

潜下心来认真地加以研究。 2005 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
一书,该书集中了 20 多位国内对西方史学的某一方面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共同探讨西方史学的新变

化。 这本书的特点是它突出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 如果说何兆武、陈启能先生共同主编的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主要反映的是 20 世纪上半叶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史学发展,那么陈启能主

编的新著则更多的是反映 20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西方史学的新发展。 该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反映主要

从三个层面来展开。 一是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层面,特别是把“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及其

对历史学的影响作为论述的重点,如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史学、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德里达思想

对历史学的可能效应等。 二是对西方史学在战后发展的总趋势及其研究方向转变进行的总体分析,如
战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西方的历史哲学等;同时还着重剖析了其中有代表性

的流派和思潮,如新文化史学、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历史人类学、城市史的新发展、儿童史研究四

十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 三是对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战后史学发展做了专门

的论述,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史学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史学研究的新情况、新
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年鉴学派和法国史学,联邦德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等。
该书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认知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对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

的挑战做出了充分的反映。

三

2018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邓京力主著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
一书,突出反映近二十年西方史学在史学理论和历史书写方面的新变化,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它在反映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趋势上体现一个“新”字。 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概述

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趋势的著作不同,它已经不再关注 20 世纪上半叶学者们所热心关注的新康德主

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相对主义、文明形态等历史观点,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引起很多中国

学者关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学者的观点,也不再着意去关注,对于改革开放以来

曾经最有影响的年鉴派史学也更换了关注的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

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内容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理论的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

挑战。 但是,本书也不太在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那些疾风暴雨式的冲击,似乎福柯、德里达、海登·
怀特的那些激进的言论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作者所要关注的是这场冲击以后的西方史学究竟怎么样

了。 所以,我们应该说本书除了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进行必要的回顾外,其所关注的重点

已不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而是 90 年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也就是当代西方史学的最新

进展。
第二,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重点,也是广大中国学人所期待了解的重点,即当代西方史学是如何应对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的。 对此,本书做出了充分的反映,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如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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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拒斥”之间———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第二章“挑战”与“捍卫”之间———对“史学危机”
与“终结论”的回应,都是论述西方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挑战所做的回应。 作者指出,西方大部分历史

哲学家、史学理论家、经验历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这场讨论,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多种回

应。 作者把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回应分为激进派、传统派、中间派,注意到了不同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

挑战的利弊分析。 作者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炙热的骚动消歇之后,其合理和积极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

被融贯于新一轮的思想发展中。”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挑战,也促发了西方史学关于“史学危机”与

“终结论”的热议,通过对一些西方史家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史学思想变化的主流趋势,是融合现

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或弊端,同时又试图以

现代史学的成熟体系规训后现代思想的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极端特征。 这些论述都非常值得中国学者

关注。
第三,把对西方史学思想变迁的理论研究与对史家主体的思想研究相互结合。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

思想的变迁是通过史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汇体现出来的,要了解这种变迁,就要通过对于有代表性的史家

思想的较全面的研究才能够体现出来。 20 世纪 90 年代对现代史学提出挑战的学者已经不是海登·怀

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人,对他们的后继者也要进行研究。 作者通过对英国当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凯

斯·詹金斯所著《再思历史》的分析,使中国学人透过那些看似犀利、尖锐、极端的观点,来窥见后现代

主义挑战的来龙去脉,把他称为“激进的后现代派”。 而德国历史哲学家吕森在有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史学的取舍问题上,则走一条中间的路线。 他主张,一方面,我们需要现代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诉求

和确定性为我们提供导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历史思考所做出的拓展和深

化。 吕森认为,历史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他秉持一种学科范型论来试图弥合现代

与后现代史学理论,这也是当代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挑战的一种回应。 本书对于吕森的学术思想进行了

较大篇幅的论述,力图使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同回应有更充分的了解。
第四,把近二十年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化在历史书写上体现出来。 本书作者认为,西方史学思想在理

论上的变迁与历史书写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后现代主义挑战历史学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

元叙述的解构及其所带来的“大写历史”的崩塌。 虽然经验历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很多观点持

怀疑或批判的态度,在有关“大写历史”的问题上却表现出较多赞同的趋向。 对元叙述的解构导致历史

书写放弃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日益受到批判。 然

而,宏大叙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表现在全球史、环境史、科技史等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兴起。 在本书

中,作者在上述历史书写的趋向性变化中选取了影响较大的几个问题,如历史表现理论与历史书写、后
现代方法与中国史研究、微观史学、全球史、新文化史、跨文化研究、历史记忆等。 这样一种论述的结构,
就把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从史学理论上的变化趋势及其在历史书写上的反映全面地呈现给读者,
是对西方史学研究方式的一种创新。

第五,作者把对当代西方史学的独立研究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生命力。 《近二

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书的完成是教师个人科研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师生共

同攻关的模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教师本人的科研以当代西方史学为主攻方向,而研究生特别是博士

生的培养总是要在这个大方向上去寻找研究课题,教师不断地给博士生们提出新的研究方向,这就能使

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大体上能跟上西方史学本身发展的步伐,是推进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好办法。
四十年来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的了解、研究、论述的历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对西方史学具

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翻译、介绍,到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评论。 中国学者掌握着理论

上的优势,能够把握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整体趋势,不是简单地随风跑,而是用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

对其进行历史的、逻辑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其有益的营养成分,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历史研

究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寻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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