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普适性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

传统的态度转变。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传播到全球,一个普遍

的、理性化的西方似乎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支配和统领的作用,它戏剧性地改变了非西方国家人们的精神

与物质世界,同时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如何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民族性。 西方与非西方文化

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的碰撞与交流。 历史学家在其中既担负着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

感的使命———建构民族史,也面临着兼顾全球性视野的责任———建构普遍史。 对于史学史的研究而言,
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学传统与历史学科的全球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

史思想的跨文化研究,即超越自己文化界限的感知和相互理解,“从而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①其最

终可能意味着全球史学史的撰写,旨在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

文明的历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总之,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可以看作是史学理论与

史学实践、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大小写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新的思想视域下的深入反思。 史学理论

再次成功地使得经验历史学家受到观念上的震动,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竭力保持一种与理论的疏

离态度,但这又触动他们重新思考在经验事实和理论洞见之间如何建立起某种结构性关联,重新认识在

学科边界如何探索新知和保持开放性心态的能力。 在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理论热潮的冲击消歇

之后,其合理和积极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融贯于新一轮的史学发展中,内化于历史书写中,而我们所获

得的是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突破知识疆界的创造力。

作者简介:张广智,男,江苏海门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
①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 页。

现当代西方史学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张广智

　 　 戊戌秋日,我有幸先目睹了邓京力教授的大作《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 读着,读着,
“1990 年代”“西方史学理论”“主体意识”等关键词一一向我们走来,疏凿源流,扶隐钩沉,辩证因果,探
究真伪,终结硕果,成为当下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新作。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西方史学理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对这种演变的理论研究就

成为学界之要务。 邓京力教授以一位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学贯西东,情思中外,对近二十年的西方史

学理论,从后现代主义到新文化史,从语境解构到历史书写,从西方史学史到全球史学史,都进行了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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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綮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家对该领域的卓越贡献。①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 我想这一旨趣,应当是中国学人吸收与借鉴西方史学,以发展当代中国史学

的立足点。 上述笔者对《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评语,正切合这一主旨。 唯其如此,21
世纪的中国史学才能步入坦途,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不断前行。

一、反思于世纪之交

已亥再读,又有感悟。
本书著者所要探究的“近二十年”,主要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即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21 世纪

的最初十年。 这一时间节点,稍知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便知,这个变化如作者所言,是“整体性变

化”②,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以及对这种“挑战”的“应战”,使得国际史坛一时风生水起、
活跃非凡,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名家,行旅世界,随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就我个人而言,也曾不止一次

遇见过伊格尔斯、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大家,相聚浦江两岸,研讨在复旦园内,争辩在丽娃河畔

(华东师范大学)……
确实如此。 新旧世纪交替,时光容器变异,世人心绪纷繁,欢乐与惆怅同在,展望与回眸相伴,历史

学家尤然。 在这样的时刻,忧心忡忡的“史学危机”压得史界人士喘不过气来,史学的传统堤坝再一次

被冲破了,乃至危及历史研究的最后一道防线。 面对史学现状,在这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而来的时候,
反思过往,乃至追思到史学专业化以来所走过的路程,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史学,何去何从? 上述这“近

二十年”西方史学的生态,作为像我这样的过来人,都有切身的体验。 回顾历史,当人们把时空切换到

一百二十多年前的 1890 年新旧史学之争的景况,也立刻唤醒我们的再思。
那次西方新旧史学之争,酝酿于 19 世纪下半叶,这是对占据当时史坛中心地位的兰克及其学派

的挑战。 它是从营垒内部揭竿而起的,兰克的弟子雅各布·布克哈特向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举

起了反叛的旗帜,在西方史学的这次反思与革新的潮流中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 1886 年,兰克逝世

了,卡尔·兰普勒希特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主要是在他同兰克学派之间的争论中进行的。 1891 年,兰
普勒希特的代表作《德意志史》 (共 12 卷)首卷出版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书迅即在史界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引发了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激烈争论。 20 世纪初,他的《文化史的方法论》问世,更把

这场新旧史学之争推向高潮,在历史的对象、主题和方法等方面与兰克学派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略

例一二: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囿于政治军事史,在他们那里,历史的主角总是少数精英人物,兰
普勒希特与之不同,他认为历史应当包含更广阔的内容;前者之要务是记叙历史,以重建过去,孜孜

于探究历史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后者则要探明事实发生与变化的理论依据;新派立意创新,致力于创

建“新型的文化史学派” ,阐发一种大别于传统史学的文化史观念。 在兰普勒希特的努力下,汇集成

果有 40 卷的《兰普勒希特对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贡献》 ,如此等等。 总之,以兰普勒希特为首的新史学

派与兰克学派这场名为“历史方法论”的激烈争辩,实质上涉及历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这是 19 世纪

与 20 世纪交替之际,西方新旧史学之间全面抗衡的“前哨战” 。 对上述新旧史学世纪交替之际的争

论,伊格尔斯在其著《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认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③。 可见在西方史学史上的

重大意义。
这场争论确实伴随 20 世纪西方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过程,没有停息过。 此后,法国历史学家

亨利·贝尔,于 1900 年成立了一个“国际综合中心”,同年创办《历史综合杂志》。 他的史学要旨是挑战

传统史学,反对兰克史学的狭隘性与封闭性,倡导历史学的综合研究,也就是促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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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封底。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 1 页。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 页。



间的有机联系。 贝尔的史学思想,不仅被认为是一匹安置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而且更

直接哺育了年鉴学派的诞生。
世纪之交的争论在大洋彼岸也激起了回应,鲁滨逊于 1912 年以其名作《新史学》,直接参与了西方

史学世纪之交的反思浪潮,此后更有卡尔·贝克尔等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推波助澜。 贝克尔十分强调

现在的决定意义和认识中的主观意志,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有助于当时批判传统史学的客观

性理念,从而促进了从 19 世纪西方史学的客观主义向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相对主义转化。
考查这两次世纪之交的争论,确实表现出“某种相似性”①。 就其总体而言,我以为皆显示出时代与

社会进步对历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但史学的进步,更重要的还在于史学自身的反思(反省),前次的反

思推动了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随后出现的新史学,邓京力在书中这样写道:它“为 20
世纪的历史学提供了取代传统史学的新范式,它以深层、大众、结构的历史超越了表层、精英、事件的

历史,以可计量的、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超越了单纯定性的、个别性的分析方法,以广阔的社会生活视

域超越了政治、外交、战争的狭隘性”②。 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点染出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的色彩绚烂,
正如张耕华教授所指出的,是作者以深厚的专题个案研究为基础,对西方史学做出了综合性考查的

结果。③

反思于世纪之交,不管是前次的大争论,还是今次的大论争,都为后世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后

人的再出发创造了条件。

二、展望在新时代

怡人的春风拂面,我们生活在新时代,这就为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创造了无比优越的

条件。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歇息,唯有在前人业绩的基础上再出发,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这不由让我

想起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最后说过的话:“史学史取得的引人注目

的进展,应当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④勒高夫这充满自信的话,多少年过去了仍没有过时,鼓舞我们对

未来史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必将“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
展望在新时代。 我们应当以敏锐的中国眼光观察西方史学近 20 年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⑤,跟上

史学的前沿,努力与国际史学界相向而行,做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应有贡献。 对此宏愿,当应聚众共议,借
以群策群力,方能奋发有为。 在这里,笔者仅就如何观察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性变

化”,略陈管见。⑥

(一)跨学科趋势地不断扩大

从西方史学史的视角言,西方史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至 19 世纪的兰克大成矣。 兰克史学的重大

贡献之一就是致力于近代早期欧洲诸国历史的编纂,兰克差不多为欧洲各国写就一部历史,这一史学编

纂的国别史传统被 20 世纪的西方新史学突破了。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史学”伸出了双

手,一只与自然科学牵手,另一只与社会科学相挽,交汇沟通,互补反馈,它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束缚

在单一的纯历史学研究模式中。 从鲁滨逊在《新史学》一书中“新同盟军”的呐喊⑦,到年鉴学派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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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 33 页。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 33 页。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张耕华在封底的评论。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 页。
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第 2 页。
笔者在《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26 日“学术版”刊发的《从三个维度观察史学未来发展趋向》,于此略有小议,

可参见。
参见鲁滨逊:《新史学》

 

,他在书中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 在他看来,西方史学需要充分利用“新同盟
军”,充分“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 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20 页。



鉴〉创刊词》中的“打破学科之间围墙”的呼唤①,其目的都在倡导跨学科研究,随之而来出现了现代史

学的多个分支学科,比如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和影视史学等,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

史学景观。 在中国,自 20 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来,新史学浪潮也是一浪接一浪。 综观中外史

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又“重新定向”;60 年代以来,更发生了新变化。 尽管变幻莫测,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跨学科、跨国研究的趋势锐不可当,观察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闪光的维度,不管

是中国史学,也不管是域外史学。
(二)中外史学交流不断兴旺

有道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未来史学的发展尤其如此,正如杜维运先生所

言:“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

薮。 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的盛事。 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互

相了解之日。 所以比较史学是一门值得提倡的新学问,将世界大同流派的史学,汇于一室,作比较研

究,撷精取华,汰其糟粕,博大的新史学,将自此产生。” ②其实,中外史学交流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比

如在中国史学的“青年时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佛典在中土的翻译与流传,中国古代史学对日

本、朝鲜和越南史学的影响;近世以降中外史学,尤其是 19 世纪末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与对话。 纵

观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就其总体而言,是单向的输入,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及 80 年代后两次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高潮,都是如此。 直至 20 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时,中外史学交流的情况才发生

了变化,新世纪以来,尤其是 2015 年在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至此可以

这样说,我们说的中外史学交流再也不是域外史学的单向输入,而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史学

的双向交流。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及影响的不断提升和深入,在中国正积极架设不同文明

互学互鉴桥梁的大好形势下,中外史学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必定出现新局面,呈现出不断兴旺的史学场

景,终成为观察未来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一个亮丽的维度。 但当下面对西方学术文化上的霸权,我们

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比如,随着中外史学交流活动的频繁,催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 中外史学

交流史当成为丰富史学史的内涵和促进该学科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就有利于从中汲取历史智

慧,引导中外史学交流的工作步入正确的轨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自 2007 年起,笔者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集全国这一领域的精英之力,历十年之辛劳,终成

《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不久即可奉献给学界。
(三)唯物史观的影响不断增强

写下这个子题,我蓦然想起 1992 年春日,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 E. P. 汤普森已沉疴缠身,但
仍抱病接受了中国学者刘为的访谈。 刘为最后问:“您坚持什么?”答:“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③

翌年 8 月 28 日,他就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句诤言,已越过时空,响遏行云,在历史的长空中久久回荡……
由此,我陷入了沉思。 一位生活在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面临“二战”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

陷入空前信仰危机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环境,E. P. 汤普森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笃信唯物史观,不只令我们

肃然起敬,也激励我们在山河温润的新时代守望创新,砥砺奋进。
为此,以我们从事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而言,我以自己多年的实践证明,研究西方史学史

的确需要一种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引。 我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历史观”,即指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 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于历史学研究,不啻是一场革命,开创

了历史学的新篇章,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这包括它的历史理论(或历史观)和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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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16 页。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第 2 版,第 7 页。
访谈全文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3 期。



论,但就其主要和基本的一面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基本原理(或核心理念)①是常青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对包

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方法论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它也不可能是

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也自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
这一发展进程中,又需对各方具有开放性,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片言只语,墨守他们的个别论述而不放,这实在是疏离唯物史观的本意,当为我们所不取。 在这里,我特

别引出马克思在批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所说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人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

兰放出同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②同样的

是,我们对待唯物史观也怎么可以“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众所周知,考察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是它的史学发展史),它总是在曲折坎坷中走

来,无论是正本清源也好,还是回到原典也罢,其实质都是为在发展中求变,在变中得到发展,以寻求出

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唯其如此,也只有这样,唯物史观才能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 邓京力

教授的大作,当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相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必将得到进一

步的显示,其成果亦丰,将成为我们观察未来史学发展趋势的一个难以绕开的维度。

三、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人间最美四月天。 此刻,让我想到了林徽因的名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轻风、云烟、星子、细
雨、百花……,这些意象,缀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图画,让人们觉得人间四月,一切都那么美好。

正是在这个春和景明、万木竞秀的季节,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

写》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京华的春色点翠,为首都的春天增艳,为这人间最美

的四月天,添上了最美的一笔。
我有幸与会,感慨良多,然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会议充满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活力,年轻一代正

在茁壮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寄语青年一代时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

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同样,中国史学的未来也在

青年。 西方史学,中国眼光,一批年轻人可望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大

显身手。 进言之,他们也将在重绘世界史学版图中,在实现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

中做出重大的贡献。 于此,我遐想不已,耳畔又传来了林徽因的天籁之音:“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想到这里,我发现在这人间最美的四月

里,原来最美的却是这些个“年轻一代”,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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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学界见仁见智,自可进一步展开深入的探讨。 恩格斯《在马克
思墓前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
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
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
相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6 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为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核心理念”提供了原则性的理论根据。 恩格斯的这一精辟论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
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下的著名的经典性定义,其文脉是联贯相通的。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