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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经验是构成后人思想与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历史经验需要真正懂得什么是历史。从

本质上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它由人类的思想活动、实践活动构成，因而也是人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伟大

楼阁”，这个楼阁“是时间在过去世代无终界域中建造的”; 时间是一种媒介，它内含社会因素，具有一定的社

会意义。因而历史以其时间性为后人寻找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凭借; 人类大部分历史是治国的历史，随着

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治国安邦的思想传统日益丰富。因而，历史也以其治国安邦的智慧成

为为政者之友。研究历史应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坚持唯物史观，需防止历史研

究的片面性和非理性; 遵循唯物史观，应做到为活人作历史，即一是赋予历史以新的价值，二是坚持历史既

是科学，也是艺术的思维，体现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唯物史观要求历史研究要做到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

统一，既防止陷入空洞无物的宏大叙述，又防止完全陷入碎片化而失去整体性和思想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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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是构成后人思想与智慧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凡智者、政党及其领袖都懂得学习和研究历史

的重要性，都力争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以提高自己的

能力和智慧。因此，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就成为人们

学习和思考的一种普通的乃至于常态的现象。而要

研究历史及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一个重要的前提就

是需要真正懂得什么是历史。而对于什么是历史这

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事实上成为了人们认识、研究和

借鉴历史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对于什么是历

史的问题，人们始终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特别是自克

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学术命题以来，更

是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历史的素朴实在论的理解。于

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以及历史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

的问题，就成为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讨论的焦点和热

点。从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看，对历史概念和内涵的

讨论也更多见于哲学，即历史哲学的研究中。相比而

言，史学研究反而不多。不论是以事件定向的传统史

学，还是以社会科学定向的新史学，都没有形成理想

的认识模式，而且两者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于是，在

实际的史学研究中便有各执一端的思维存在，或者有

历史既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的模棱两可的认识。

由此可见，随着历史的变迁，对于什么是历史的问题，

今天依然需要再探讨、再思考，以利于史学的发展及

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一、何为历史?

当今，对于何为历史这个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没有

获得清晰而明确答案的追问，我们需要超脱以往认识

上的纠结和两难境地，绕开枝节，把握问题的本质，使

自己的认识清晰起来。对此，我们既需要与时俱进地

进行新的思考，又要向先哲求教。我们特别需要回到

马克思，学习马克思认识历史的思维方法。

( 一) 历史的真义

世界上许多思想家、历史学家以不同语言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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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认识历史，解释历史，对什么是历史，做出了种种

回答。例如，《大英百科全书》( 第十五版) 对历史的定

义是:“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第

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 第二，指对此种往

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

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①《苏联百科词

典》对历史的定义是: “1) 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2) 具体地、多方面地研究人类整个过去的各门社会科

学的总体( 历史科学) 。”②中华书局出版的大辞海对历

史的定义是:“( History) 事实之记载，或事实本身，谓之

历史。从后义，则非特包括人类生活之一切现象，即宇

宙全体及其各部分，亦无不在时刻变化之中，而皆自有

其历史; 从前义，则专指此广大的变化 之 考 察 与 叙

述。”③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的《辞海》对历史的

界定是:“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

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

是史学研究的对象。”④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

齐、柯林伍德、罗素、梁启超、李大钊等都对历史进行了

界定。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

史、并且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

演过去的思想。”⑤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

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⑥总的看来，

哲学家、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界定，其关注点主要侧重两

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形态、构成的角度加以阐释; 二是

从方法论的角度，即研究的角度加以描述。显然，这些

定义对于我们认识和回答什么是历史是不可或缺的，

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但并非仅此就可以把握历史的真

义了。与一般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不同，马克思这位

伟大的思想家并非仅仅关注构成历史的一般事件和一

般过程，而是以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法观察和认识历

史，即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整体性出发，紧紧抓住隐

藏于历史形态背后的造就和影响历史的内在的本质问

题来解释历史。李大钊说，“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

思”，⑦“今欲把历史与社会的概念弄得明明白白，最好

把马克思( Karl Marx) 的历史观略述一述”。⑧李大钊指

出，马克思的历史观也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

史观。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一大要义是从人们的物质

生产活动出发解释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在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区别的基础上，

阐述了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原则，指出“这种历史观和

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

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

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

成”。⑨ 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

活动出发解释历史的，在他们看来，“人们为了能够‘创

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

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

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

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

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⑩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发

了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因，即“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

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

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瑏瑡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形成的动因也做了系统

阐述，表明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以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

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规律等。对此，李大钊说:“从

来的历史家单欲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

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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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

不可。”①总之，马克思之所以能发现历史的真义，关键

在于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入手考察历史。
( 二) 历史是社会的变革

唯物史观的又一要义是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

起。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对历史做

了这样的概括，即“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 推言之，把

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②他在《史

学要论》中对于历史是什么及如何研究历史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阐释。他说: “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

记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

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

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

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记过去那些事

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 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

是那生活的历史。”③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还指出，

历史应该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只能在人的生活里

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而所谓活的历史，是真

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它“是

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④

任何先哲都不能穷尽真理，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对于人们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确提

供了一把钥匙。应该说，与一般历史学家相比，马克

思的历史观具有超越性意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我们才可把握历史的真义，发现历史形成和

社会变迁的真正原因，认识历史进程中每一个事件发

生的根源，认识历史的特点，进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

律和发展方向，最终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于是，掌

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掌握了科学认识历史的

工具，就可以使我们从以往那种模糊的和两难的困境

中走出来。也正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人

们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因

而我们在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过程中需坚持运用之，

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要义和精髓。

二、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人所共知，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使人明智。“贞

观之治”时提出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被认为是概

括了中国史观的精髓。那么，历史何以有如此功能?

( 一) 历史以其时间性为我们寻找社会发展规律

提供了凭借

历史具有时间性。“时间是一种媒介，复杂的意

义结构借此得以产生。”⑤应该说，时间内含社会因

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从 1840 年至 1919

年这一历史时段包含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外国侵

略中国的一系列战争; 也包含中国自强和探索现代化

道路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

事件。这个时间告诉我们中国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 告诉我们中国长期贫困落后的根源是什么;

也告诉我们近代中国不能独立和富强的原因是什么。

从 1921 年至 1949 年，这一近代中国历史时段内包含

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内容，

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时间。从这一时间中我们

可以把握中国社会的形态、主要矛盾等，从而认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特点等; 再如，从 1978

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

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原因、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容

和特色等。不仅如此，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以及

消亡的过程，历史的逻辑和规律就是根据历史时间的

社会意义推演出来的。我们根据历史时段，以及各个

历史时段的关联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演化的规

律。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对人类社会形态演

进的历史进程加以分析概括，才提炼出“三大形态”的

理论: 人的依赖关系; 物的依赖关系; 个性的自由解

放。同样也是从这种具有时间意义的历史发展中，马

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基本矛

盾和基本规律，并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等，进

而构建了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

总之，认真学习和研究历史，从微观上讲，可以使

我们从中发现无数个闪光之处，这些闪光点能让我们

的大脑聪明起来; 从宏观上讲，它能使我们从中发现

许许多多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规律。

( 二) 历史以其无数的“家珍国宝”为后人的实

践探索和思想创造提供借鉴

从本质上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它是由人类思

711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历史与历史研究再探讨

①

⑤

②③④ 李守常:《史学要论》，第 9、8、82～83、76 页。
［意］维尼亚勒著，曹则贤译:《至美无相: 创造、想象与理论物理》，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7 页。



想活动、实践活动构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演化中的各种事件、人物

活动及思想统一起来就造就了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大

厦。正如李大钊所言:“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这是

时间在过去世代的无终界域中建造的。”①历史经验

的丰富性及其价值“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

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地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

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②所谓“家珍国宝”，就在于它

能为后人进行实践探索和思想的创造提供借鉴。

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也对我们民族

的历史进行了科学分析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

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

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也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

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

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

典籍。”③因而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正

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

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

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④

事实上，仅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多年的历史中就

内含着诸多的珍宝。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在全国执

政以来，曾成功地应对了无数的重大考验，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传奇。如，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顶住了

来自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以及来自西方资本主义

世界的敌视、封锁等重重压力，在废墟上建政、治乱、

理财，仅用短短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

作，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百

废待兴的极其困难条件下，又应对了世界头号强国美

国的挑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地位，等等; 不仅

如此，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搞社会

主义，其挑战更为严峻。一方面，作为高举社会主义

旗帜的政党，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以显

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另一

方面，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

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的模式，只能另辟蹊径。对此，中国共产党

人历经艰辛探索，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指引中华民族日益走

向伟大复兴。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

体，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就的有力呈现。而这

些成就中自然凝结着共产党人的智慧和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不仅遇到了来自外部种

种风险和考验，也经历了由于自身发生的“左”与右的

错误造成的执政危险，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充

满曲折需要深刻反思的历史。对此，邓小平指出:“我

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

是‘左’。”⑤1949 年后党犯左倾错误的“时间之长，差

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⑥

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多年的历史中自然留下诸多深刻

教训。而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总结历史教训同样是

提高执政能力和增强执政智慧的重要途径。正如毛

泽东所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

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⑦

总之，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和继续。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不论是其中成功的经验，还是失

败的教训，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 三) 历史以其治国安邦的智慧成为为政者之友

人类自从有国家以来，特别是现代国家产生后，

治国安邦就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不同

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共同为之探索的重大课题。

因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丰富，治国

安邦的历史传统及思想也日益丰富。在一定意义上

说，人类大部分历史是治国的历史。例如，从古代雅

典创造民主体制开始至今，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政

治文明成果，这些成果或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秩序、

活动方式，或表现为政治思想等。如民族国家、政党

政治、“民主的”和“非民主的”政体形式; 社会主义制

度、资本主义制度等，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种种政

治事件、人物、人的活动和思想理论。从古希腊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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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民的治理模式，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以及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模式，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资产阶级思想家，

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思想中都包含了人类治国

理政的思想智慧。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孔子以周礼为经纬治

理国家的探索，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及此后历代帝

王治理国家的文韬武略，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传统

文化，其中虽有糟粕，但不乏精华。例如，四书五经、
《二十四史》等无不蕴含治国安邦的智慧。所以，习近

平说:“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

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

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①

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政党日益成为政治舞

台上的主要角色。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进

行政治、经济、文化治理，如何与国际社会交往，都由

政党主宰。因此，人类历史包括现代政党政治的历史

都是执政者的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充满传奇的政党，也是世界

上连续长期执政为数不多的案例之一。它在没有合

法地位的条件下彻底颠覆了一个旧世界，建立起一个

全新的国家; 它领导人民实现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

两次巨大变革; 它能够通过自我“调适”战胜错误和挫

折，实现历史的重大转折，并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 它

还将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运用于中国实际，

开辟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之路，进而仅用几十年的

时间创造出了西方用上百年才完成的令世界瞩目的

现代化成就，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如此等

等，这不能不说是传奇，而这些传奇自然是中国共产

党能力与智慧铸就的。过去，在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理

论家的笔下，中国共产党是遭受诟病极多的党。但近

些年来，国外许多政要及理论家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

及中国共产党。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

朗西斯·福山，近年来就一改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

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

“历史终结论还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

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② 这显然与中国共产党

所创造的治国理政成就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能以

自己的实践逐步改变着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误解和

偏见，也是其传奇的一个见证。一个没有智慧，没有

超强能力的政党是不会创造传奇的。因此，中国共产

党近百年的历史中的确可以挖掘出无数的珍宝。

总之，历史，特别是人类政治史应成为为政者之

友。历史与治国者的智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切

政治家，一切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治国安

邦的大任，必须谙熟和认真研究历史。

三、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既有价值取向，也有方法论及其原则贯

穿其中。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此不一一加以

阐述，而主要就历史研究的价值与原则，即历史观阐

述如下看法: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历史研究的实际工作中，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

的问题。对此，人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如文献法、考证

法、比较的方法等等，然而内含其中不可忽视的则是

历史观。对于历史研究，迄今为止还难以找到哪种理

论能够超越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力。研究

中共党史，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

有坚持唯物和辩证的思维逻辑，才能克服党史研究中

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克服“言必称希腊”③的片面

性，即脱离中国实际，直接拿中国与西方比较，或者套

用外国的理论、范式等。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

于中共党史，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加以考察，

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研究。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已经指出: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

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

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

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

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

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

解决中国的问题。”④对此，邓小平曾说:“我们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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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

史条件。”①不论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是对历史事

件的研究，只有将其放在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

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不能离开现实的经济

生活考察党史。如，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败，不

能离开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标准; 不能把党的

思想理论与人民的利益割裂开来。另外，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还应该坚持历史的人民性、实践性

和进步性，即应准确把握创造历史的主体，以推动历

史进步为出发点研究历史，充分认识党史资政育人的

功能，对历史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 二) 为活人作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只为学术

而作历史，认为只有单纯的考证或专注于史料的才是

学术，才有价值。这当然不失为学术研究的方法，但片

面坚持，就会导致只为死人作历史的结果。对此，梁启

超曾批评说:“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

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②这种倾向至

今依然存在。梁启超曾针对史学界存在的为学术而学

术的历史研究现象，提出为生人而作历史。他指出:

“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

要义也。”④李大钊说:“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

的东西; 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所以，我们研究历史

的任务是: 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切的证据; 二是

理解事实，寻找它的进步的真理。⑤ 显然，坚持为活人

作历史，就是坚持以史为鉴的原则，研究中共党史，就

是要以资政育人为目的。当然，我们也坚决反对缺乏

实际根据或者缺乏史料支撑的任意评说。

坚持为活人作历史，主要需坚持两点。一是赋予

历史以新的价值。如，毛泽东研究历史更多是为了解

中国的历史实际，把握中国的国情，即把历史作为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依据。这是赋予历史以新价值

的一种。对于这个原则，梁启超说:“无论研究何种学

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 简单一句话，

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

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

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地予以新意

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⑥总之，赋予历史

以新的价值是我们在研究中应遵循的原则之一。二

是坚持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思维。如伯特兰·

罗素所说:“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存在着据

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许多争论。我想，它既是科学又

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柯林伍德说:“一切历

史都是艺术，因为讲故事是一种艺术，但讲真实的故

事却是历史，因此历史就是艺术，但它是艺术中的一

种，也就是受条件( 真实) 制约的艺术，这种条件使它

失去部分而不是所有的特征。”⑦历史研究在某种意

义上说，就是讲好历史的故事，但要讲真实的故事。

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共历史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挥出资政育人的作用。

另外，“所谓予以新价值，就是把过去的事实，重

新估价。价值有两种: 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值顿

减; 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研究历

史的人，两种都得注意，不可有所忽视”。⑧梁启超这

里所说的一时的价值，是指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价值，

但现在可能已经无价值，或者说已经过时了，但我们

不能因为当今无价值就彻底否定之。例如，中国革命

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途径，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在今天显然已经不适用了，但我们不能否定其在历

史上的价值，我们的任务是把贯穿其中的精髓赋予新

的时代内容。所谓永久的价值，即有许多事实，在当

时价值甚微，在后代价值极为显著。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上，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例如，当 1978 年进行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作为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潮

流，人们当时并没有立即判断出它决定中国历史转折

的价值。但今天，当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

寻找应对执政考验的历史经验时，才发现其巨大的价

值。总之，“就是从前有价值，现在无价值的，不要把

它轻轻抹杀了; 从前无价值，现在有价值的，不要把它

轻轻放过了”。⑨

( 三) 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统一的方法克服

历史研究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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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研究中，人们总是受两种错误做法的困扰:

要么宏大叙事太多，使历史研究空洞无物; 要么注重微

观研究而缺乏对宏观问题的整体把握，使历史研究陷

入琐碎、杂乱的境地而失去思想性。李大钊说:“历史

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 那么凡

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

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

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 不得一

部分一部分地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

史内容的全体。”①因此，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宏观视野，

即整体的历史观。如果能掌握历史的整个面貌，就如

同登上历史这座高楼，对其中珍宝一览无遗。而“无限

未来的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

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

能登得上去”。②当然，历史的大厦不能没有基础，即我

们需要对具体历史事件、人物、思想，某个阶段、某一个

方面、某一个案例进行具体的实证的研究。离开这种

实证的微观研究，大厦就失去了基础。但这种研究必

须有整体性的考量和宏观的视域。也只有这样，才能

使具体的微观研究构成大厦的基础。如毛泽东所说，

“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把它叫作古今

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

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

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

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③ 总之，我们主张

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Further Discuss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Ｒ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u Yanhua
(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lessons are crucial components which formulate the thoughts and wisdom of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master historical lessons，one has to understand what history is．“It was Carl Marx who caught the essence of
history．”Substantially speaking，history is the change of society，consisted of the thinking and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Thus，it is the“Great Pavilion”of human thinking and activities“built up by time in the boundless past．”
Time is a medium that contains social elements and social meanings． Therefore，history offers clues for human beings to
explore the rul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great pavilion of history“lie all kinds of treasures accumulated by
human through generations”that equips latter-comers with significant lessons for the explorations in activities and
innovations in thinking． Statesma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histo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enrichment of practical activities，the ideological tradition of statesmanship gradually fleshes out． As a result，history
becomes a friend of statesperson because of its wisdom in terms of statesmanship． In doing historical research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powerful strength in explanation． We need to avoid parti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stick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shall do historical research for the
living people． On the one hand，we need to empower history with new values; on the other hand，we need to
demonstrate realistic concerns in our research through regarding history as both science and ar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quires the unification of macro studies and micro studies，keeping away from empty general narratives and fragments
which are lack of wholeness and ideology．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y; historical lessons; histo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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