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１４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２０世纪中国史学通史》”（１７ＺＤＡ１９６）。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

———与青年学生谈治学之二

王学典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历史研究致力的重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
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是决定一个学者治学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
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看来，不具备“问题”的研究是不能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
什么是“问题意识”，它如何影响和驱动着论文写作，它来源于何处，我们该如何获取“问题意识”，
“问题”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不仅关乎学术史研究的方向，更能为青年学生
求学、治学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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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缺乏”，可能是我
们历史学专业的同学答辩时遇到最多的批评。问
题意识的有无或明确与否，也是本人作为期刊编辑
衡量一篇论文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无论是导师
指导学生，还是编辑审阅论文，本人都认为“问题意
识”的有无及其质量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
标准。

在《治学术史的两条道路》一文中，本人曾谈
到：治学术史，一条道路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
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另一条道路是以事实为
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这是两
条不同的、迄今为止仍占重要地位的治学路线。所
有的历史研究可能皆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在这里我
仍主要以学术史研究为例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
的论文选题主要以学术史为主，希望引起同学们的
重视与思考。

一、“问题”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往年在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本人经常提醒大
家的一件事是：治学术史者，要特别留意“传统学

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差异。而有无“问题意
识”，在我看来，是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这里
可能首先牵扯到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研究
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是历史。是历史中的什么呢？
现象、人物、事件、思想、过程还是别的其他东西？
在本人看来，最具现代学术色彩的历史研究其实是
“问题”研究。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印
象深刻的话：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必须要从“质问大
自然”中开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针对的
是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科学家在自然面前毕
恭毕敬地站立着，等待着她开口说话，以使科学家
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她所决定赐给他的那些现成东
西的基础之上。但当培根说要“质问大自然”的时
候，他实际上在主张以下这两样东西：第一，科学家
在自然面前必须采取主动，必须明确他究竟想要知
道什么，并在自己心里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以“问题”
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第二，他必须找到迫使自然
做出答案的手段，设计出各种刑罚，拷问自然，迫使
她不再保持缄默！培根就这样以如此一句简短的格

０７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总第２８２期）



言警语，而一举永远奠定了实验科学的真确理论①。

上面这一大段话，就出自在２０世纪“八十年
代”特别著名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一书，这一
大段话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不
应是自然本身，而是科学家对自然所提出的“问
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近代
实验科学，自然科学家向自然提出自己想要知道些
什么，然后不择手段迫使自然界作出回答，这就是
所有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程序。柯林武德在这
里当然不是探讨科学哲学问题，他实际上要说明的
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在他看来，“质问大自然”不仅
是自然科学的真确理论，“这也是历史学方法的真
确理论”，和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一样，提炼“问题”

也应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柯林武德十分厌恶
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他认为这种历史学只
是“以一种简单的接受性的精神来阅读”前人留下
的陈述和资料，“找出他们说过些什么”，而“科学的
历史学家在自己心灵中带着问题去阅读它们”，科
学的历史学家则“想要从其中发现什么”，于是“他
就采取了主动”，“在拷问它们”，“要从一段话里公
然提炼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构成对他已经决
定要询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一认识的
驱使之下，柯林武德把历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话看
作是他对所有历史学家的“伟大教诫”：“要研究问
题，不要研究时代”，这里的“时代”可能是指过程、

故事或陈述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培根的思想革命开辟了近代科学的新
时代”，那么，在何兆武先生看来，柯林武德在史学
领域则掀起了“培根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目
的是“要把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
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
史学”②。而在学术史家们看来，法国“年鉴学派”

可以看作是对柯林武德“史学革命”理念的响应和
实践。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年鉴学派”的精髓可以
用“问题史学”来概括。《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
者巴勒克拉夫说，在这一学派看来：“历史学家的工
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如“年鉴学派”的领袖布

洛赫指出：“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

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并认为，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

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一派

史家与柯林武德一样，认为历史所研究的东西是历

史学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

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③。

给大家讲上面这些东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强调“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

就是一开始说过的，它的有无，可能是现代学术与

传统学术的分水岭，没有“问题”或不以“问题”为导

向的学术研究，在“年鉴学派”看来，是没有资格进

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从认识上大家可能能接受这

些看法，但会觉得过于抽象，特别是根据柯林武德

的观点提出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不是自然本身，

而是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年鉴学派所主张的
“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

话究竟如何理解呢？下面我举个例子试作说明。

你们一位毕业很久的师兄蒋海升教授，十年前

曾出版过一部在圈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书：《“西方

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

重心的探讨》④（下文简称《张力》），这是他当年的

博士论文。我为什么以此书作例子呢？因为此文

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史学界的五大论战为素材，这五

大论战为：古史分期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论战、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论战、中国农民战

争史问题论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大家知道，

这五大论战以及由它们所派生出的其他众多论战
（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和中国封建社会为什

么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等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问题是，中国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为何会产生这么多论战？这

些论战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蒋海升此文所研究的
“问题”。他认为，这些论战全部来自“西方话语”与
“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是企图把
“中国历史”这个“特殊”，套进西方所谓“普遍主义”

的世界历史叙事体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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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事情有什么关
系吗？有，我正是打算用此文来回答为什么“是历
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问
题。有关“五朵金花”的文献可以用“浩如烟海”来
形容，认认真真地梳理、研究其中的一朵金花，都不
容易。譬如，仅仅探讨“古史分期”问题的专著，比
较著名的就有两部，一是林甘泉等先生的《中国古
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二是张广志先生的《中国古
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对其他单朵金花的研
究在当下也是所在多有。但惟有《张力》一文研究
的是有关“五朵金花”的文献中所没有的东西，也是
当年这些文献的提供者、创作者所没有意识到的东
西，是从这些文献中无法自动推论出的东西。更进
一步说，《张力》的作者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西
方话语”是如何一步步参与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
释中来及其所引发的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冲突
的？这就如同那些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不是研究
自然现象本身，而是研究从中提炼出的问题。“西
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
要，不仅关乎所谓“五朵金花”本身，不仅关乎中国
古代历史道路，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演变路
线与前景，更关乎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
体系的建设。

我们看近来翻译过来的“年鉴学派”的众多名
作，我们看黄宗智先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
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我们
看李伯重先生的《江南农业的发展（１６２０—１８５０）》

和《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等等，他们所研究的，全部
是“自己所创造的研究对象”。我之所以不以这些
著作为例来说明“问题”的重要，是因为大家现在的
水平离这些著作太远了，大家无法模仿和效法，远
不如身边的例子和熟人的作品更深切著明，更容易
接近，大家走出学徒的状态后，完全可以向着这些
著作所昭示的道路前进。

二、何谓“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历史研究中是如此重要，那么，

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呢？我一直试图作一个理
论上的概括，但至今不能如愿。目前只能用这样一

个说法：所谓“问题意识”就是焦点意识、重点意识、

聚焦意识，或者叫中心意识，即我要把研究聚焦在

哪一点上，也就是你的研究的立足点、侧重点、落脚

点在哪里？你的关怀何在、指向何在？也就是说，

通过现有文献，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换句话说，所谓问题意识，一定是点而不是面、

不是线，不是过程，不是整体。它一定会落在某一

个点上，不是落在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上，

不是落在一个整体上。甚至可以说，它一定落在本

质上，而不是落在现象上。

我先以你们陈峰老师当年的博士论文为例，展

开谈一下看法。２００５年夏初，陈峰以一篇名为《社

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后

来以《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为名出版了这篇论文①。此篇论文

专门研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期以《读书杂志》为中

心展开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其性质的

论战。关于这场著名的论战或学术事件，陈峰完全

可以以“社会史论战研究”为名，也可以“社会史论

战始末”、“社会史论战概论”等等题目从事写作。

他在上述任何一个题目下作研究均无任何问题，因

为社会史论战的地位太重大了，这一论战所牵扯到

的问题太广泛太复杂了。当时学界对这一论战的

研究还很薄弱、很肤浅。换句话说，对社会史论战

本身进行清理研究就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选题。

但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如果按照上述任何一

个选题去做，与陈峰提交答辩的论文相比，其间的

差异都非常明显：陈峰的论文是落到一个点上，不

是落到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的始末上，这

个点就是：社会史论战的后果和影响。换句话说，

陈峰作这篇论文的关怀不是社会史论战本身，而是

社会史论战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坛格局或结构的

影响。

大家知道，社会史论战的一个最大后果，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或崛起，是“史观派”的

出现，而“史观派”的出现和崛起，则是对五四之后

中国现代史学方向的一个巨大修正和平衡。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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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中国史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古史论战”的爆

发和“古史辨派”的拔地而起。而“古史论战”的中

心是“古书”和“古籍”的形成年代及其所载上古史

实的真伪，全属“文籍考订学”和“历史考据学”的范

畴。从１９１９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

到１９２９年开始围绕着郭沫若和陶希圣古史分期的

主张所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十年间的历史

学是以“史考”为主流的历史学，“考据学”成为最时

尚的学问。这十年，又恰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出

现、社会剧烈变动、生民涂炭、内外矛盾十分尖锐的

十年。而有着“通古今之变”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这

时却游离于中国社会冲突之外，“不知有汉，无论魏

晋”？这种状况已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满。以回

答现实问题为指向、以“史释”为中心的“史观派”就

这样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史论战”的出现。

这是当年梁启超所呼唤的“新史学”的再生，这也是

那种“系生民休戚、关国家兴衰”的“通鉴”传统的复

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一下子吸引了

整个学界的注意力，“五四”之后所形成的史坛格局

于是被打破，与国际史坛同步的“史观派”从此走上

了与一度声势浩大的“史料派”并驾齐驱之路，并于

１９４９年后成为史坛主流。陈峰论文的关怀在此，

“问题意识”在此！他后来用“民国史学的转折”来

命名此文，再准确不过！

为了让大家更加透彻地明白“问题意识”究竟

是什么，下面再以大家都熟悉的三位博士生同学的

论文开题为例予以说明。

一位同学的论文是《古史辨派与民国史学》。

在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大家认为这个题目有问题意

识。因为它要探讨古史辨派在民国史学格局当中

的地位，即在民国史学的格局之下来考量古史辨

派。它落在这样一个焦点上：“古史辨派”这样一个

学术流派，它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民国史坛的整体局

面是什么关系。

类似的题目，如果就古史辨谈古史辨，譬如“古

史辨派研究”，就看不出问题意识来。当然在古史

辨派之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问题需要探讨，但从
“古史辨派”这样的题目来讲，看不到问题意识。我

们可以将古史辨运动写得面面俱到，但仍只是对一

个学派的研究，至少从题目上看不出这个研究的指

向与关怀何在，也就是说，不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导

引思考。要研究古史辨派，必须要研究有关古史辨

派评价或者整体判断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

此前，我曾经给这位同学提出过一个建议，譬

如可以研究“今文经学与古史辨派”，这样就有问题

意识。为什么把今文经学单独拿出来，因为很多人

都认为顾颉刚是今文经学派，即他运用了今文经学

派的思路来处理上古史的问题。但这一认识是准

确的吗，符合顾先生学术思想的实际吗？这就是问

题意识。

我曾经给过的另一个建议是“古史辨派与古籍

整理”，因为古史辨派的一大功绩就是在古籍整理

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辨别出了一些所谓的“伪

书”，它考证出一些古籍出现的时间，包括它们版本

的变化。迄今为止，古史辨派在古籍整理上的功绩

仍没能被正确地衡量，值得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之后，李学勤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在古籍的判断上

搞了一批冤假错案，一些原来被认为是伪书的，现

在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已被证明不是伪书

了。因此，顾颉刚在古籍整理上的业绩如何判断，

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古史辨派与

古籍整理”这个题目恰好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如

果从这个角度来做，当然就有了问题意识。

另一个同学的论文是《社会形态转型与土地制

度的变迁》。这个题目是我推荐给他的。这个同学

是在职攻读学位，由于工作原因，经常与土地问题

打交道，他对土地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土地

问题比较熟悉。这个题目有问题意识，要把当代中

国特别是近３０年来土地制度的变迁放在社会转型

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决定土地制度变迁的因素

有很多：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革命的因素、政策的

因素等等。但是他主要考察土地制度的变迁在多

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转型，即土地制度在多大程度

上依赖于社会制度的转变，而这个问题目前恰好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恰好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

型的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深处正在发生大的变化，

越是到基层看得越清楚。我希望这样一个研究能

够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小看当前土地制

度的变化，土地制度变化的本身，包括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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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扩张、撤县设区、撤镇设区，会导致土地所有

权的变革。我们需要关注和探讨此轮变迁背后的

因素。

这篇论文的设计，它的关注点就是社会形态、

社会转型和土地制度变迁之间的联系，他关注的是

这个“点”，而不是只描述过程。我们不是在关注进

程本身，而是关注制约这个进程的核心力量在哪

里。这就有了问题意识。

第三位同学的论文是《抗战时期的国学研

究———以大后方齐鲁大学为中心的探讨》。这篇文

章从题目上看没有问题意识，但它是个专题研究，

这种研究也很需要。我甚至愿意提倡更多的人来

作这种专题研究，它易于把握，本身又有很大的价

值。但可惜的是这类题目正变得越来越少，学术的

处女地越来越少。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对很多人

来讲是很陌生的领域，并不像古史辨派一样为人所

了解，也不像土地制度变迁一样为人所感知。对于

那些不需要描述，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很熟悉的领

域，必须要有问题意识才能使论文有价值。而对那

些大家并不十分清楚的素材则可以作为专题来研

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所

以大家在评论这位同学的论文的时候，分歧并不是

太大，即使有分歧也是技术上的分歧，即怎么样做

才能把这个题目做得更好，而不是根本上关于这个

题目本身有无价值的分歧。

总之，对那些相对有陌生感的选题可以进行专

题研究，对那些大家相对熟悉的选题则必须强化问

题意识。

三、“问题意识”与论文写作

本人认为，不但研究过程需要“问题意识”，论

文写作过程也最好由“问题意识”来导引。平铺直

述和问题导引，是文章的两种基本写法。前者是朴

学式的写法，平铺直述、按部就班；后者则是剥笋式

的，以问题导引的方式来推进，使文章层层深入。

由问题导引的论文一般说来会更加引人入胜。为

了减少大家的复印负担，下面我以自己谈山东大学

文科发展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这篇短

文为例加以说明。

这篇论文虽然短小，但却代表了一类文章的写

法。大家一谈到山东大学的文科便要提及“两次辉

煌”，特别是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次辉煌津津乐道。

历史系“八大金刚”的塑像和中文系“冯陆高萧”的

塑像都在校园里，我们平常遇到的、想到的都是所

谓的５０年代的辉煌留下的痕迹。我这篇短文有三

个层次，首先谈了山东大学当时的文史实力并不突

出，特别是历史系的实力一般，一个实力一般的历

史系为什么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引领时代风骚？我

从文章一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实力不足？我

谈了两点，一是没有一个一级教授。“八大金刚”当

中只有杨向奎先生是二级教授，其余都是三级教

授，并且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前后。二是山东大学

历史系的建系时间特别短，１９５１年才正式建系，而

在此之前只在文学院设有一个历史所。然而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之内，即便是北大历

史系也相形见绌。到我入学时，那些老师还在不无

骄傲地谈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就来了，一个实力如此不足的大学或

者说历史系，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引领时代

潮流？我在文章开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接着就要

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

是说，山东大学、年轻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一群年轻

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用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作出

的重新解释，发起了几场大讨论。譬如，围绕中国

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问题、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展开论

战。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一大批教授在埋头整理

材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当中好多种都是翦伯

赞先生主持编纂的。但那个时代特别提倡用马克

思主义指导研究人类历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投身于

这一潮流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在前列，它自然处在
“弄潮儿”的地位上。历史系是这样，中文系也是

这样。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已经回

答了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而对我来说问题才刚刚

开始呢。我下面要接着回答另一个问题：在同样的

时代背景下，为什么恰好是山东大学走在时代前

列，而不是其他大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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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又深了一个层次，就像剥笋一样，再剥一层。

我认为山东大学有两大因素是其他任何大学

所不具备的。第一大因素是政治家华岗出任山东

大学校长，而其余高校全部是学者办学。建国之后

百废待举，非政治家不能应付！只有华岗有政治家

的胸怀、魄力，所以他能从这个体制当中汲取资源，

他把最前沿的政治因素带到山东大学。第二大因

素是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华东大学自身

带有党校性质，而当时占强势地位的是革命文化，

不是学院文化、学府文化，所以华东大学很顺利地

介入到山东大学当中。这两大因素将当时最革命

化的政治因素全面地带到山东大学，政治在山东大

学已介入到几乎所有院系的微观层面。而通观整

个院系调整过程，只有山东大学和一所革命大学进

行了合并，其余的院系调整都是在正规大学之间进

行的。这就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在一

段时间之内引领潮流的根源。

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是一种剥笋式的写法，而这

个所谓剥笋式的写法，就是问题导引。我对这种类

型的文章带有特殊的偏爱，希望大家课后再揣摩一

下此文。大家在学徒的时候非得有一段时间的模

仿不行，在写某一种类型论文的时候，必须得有一

个范文，就像写大字描红一样。找到心仪的文章和

心仪的学者进行模仿，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我在研

究生阶段也模仿，我模仿的是两大史学家，一是翦

伯赞，一是黎澍，那是我写文章的典范形象。虽然

不一定翦伯赞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但是我脑子里有

这种文章的范文。写文章最害怕的是自视甚高，自

己不行，还眼高手低，这种人永远成长不起来，自己

不行还认为别人都不行。所以我给大家提供这个

东西，就是让大家参考。

这是我给大家谈的第一个问题：研究上的问题

意识和叙事上的问题导引。

四、“问题意识”的来源

“问题意识”源于何处，如何养成？看来也需要

我们予以重点探讨，下面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问题意识”的第一个重要来源是你对现实问

题的关注，或对现实需要的回应，再进一步说，你要

追溯某一现实问题的来源和渊源。那些最重要的、

攸关学术全局的问题全部是时代出题、学者作文。

有无问题意识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政治头脑，是

不是在思考涉及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命运的问题。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五朵金花”直到现在还令很

多学者念念不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五朵

金花”全部是时代所提出来的问题。比如古史分期

问题，其要害在于讨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

会，而这直接关系到中国这种社会是否适用于马克

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

选择。虽然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甚至

被认为是“假问题”，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中国

学术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

我在２０００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假问题”与
“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讨论问题的一点思考》，正

面地谈到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一方面这一

探讨今天看来确实存在过时的问题；另一方面，这

些讨论本身又真实地推动了中国学术史的演变。

没有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春秋战国时期

的社会变迁不可能被清理得这般透彻。而有关资

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讨论假如没有

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能不能自发地转入现代社

会，其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整个中国社会

经济史的研究作用之大难以想象。这场讨论甚至

波及到整个国际汉学界。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

洲的汉学界，没有一个人否认这场讨论对研究中国

历史的意义。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是在呼应多民族

国家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

有制形式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也都

直接来源于当时的现实需要。

所以，“五朵金花”论战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时

代需要，由“五朵金花”论战所派生的一些其他论

战，如中国是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

为什么长期延续等等，也全部渊源于现实的重大需

要。而这些问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问题意识的第二个来源是学术使命，也就是来

源于某种学术上的使命感。

我写过两篇论文，一篇是《“二十世纪中国史

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

它攸关历史科学的方向道路。现在的路向是不是

健康？问题在哪里？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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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历史学的方向道路发生偏差的时候，能否站出

来纠偏？这种纠偏不是胡说，需要有大量的证据支

持，我把我对当前学术方向、学术道路上的担忧变

成了论文的选题。另外一篇是《“８０年代”是怎样被
“重构”的？》，同样来源于学术上的使命感，同时还有

些现实问题上的使命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怎么样被

重构？我认为和我这一代人关系很大，我觉得我必

须至少代表一部分人发表意见，虽然我的意见是以

学术的形式出现的，但我这些意见本身来源于现实。

我提出一个看法：后人如何看待８０年代关键看我们

现在是如何重构的。因为我是亲历者，我们不能让

一种错误的意见占主流地位，而让后人把这种占主

流地位的错误意见当作８０年代的真实图景。

我的另外一篇文章《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

运动评价５０年》也是如此，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被

一些人欣赏。这些问题为什么渊源于学术使命感？

因为没有使命感就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没

有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问题意识的第三个来源是“读书得间”。这是

当年梁启超反复强调的，即在读书当中发现的问

题。前面谈到的家国情怀、学术使命都不是通过读

书发现的，这里特别强调有些问题是从读书的过程

中获得的。

我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
“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一文，就是

很典型的通过读书发现问题。关于《红楼梦》的那

场辩论，到现在还没完全结束，它发生在《文史哲》

杂志上，但是我事实上从《文史哲》杂志本身没有得

到什么东西。当时读书的时候，一个是我的导师葛

懋春先生保留有当年李希凡先生给他的一些信件，

我通过阅读那些信件得出一个结论：当年两个小人

物致函《文艺报》的事不存在，１９５４年发表在《文史

哲》上的文章是《文史哲》的约稿，不是他走投无路

时的投稿。但是只有结论不行，需要拿出切实可靠

的证据。于是我用半年的时间将《文艺报》等文献

全部翻检一遍。我假设如果这封信存在的话，它应

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所有当年的文献都不见这封

信的踪迹。这恰好和我手里掌握的李希凡先生致

葛懋春先生的信件吻合。所以我最后得出结论，当

年李希凡先生并没有给《文艺报》写过那封所谓的

函件，至少《文艺报》的人没有看到这封信。

这样的问题都是在读书当中获得的，当年梁启

超在他的文章中说读书的时候必须“心细如发”，一

个字都不能放过，才能发现问题。粗枝大叶、一目

十行，什么问题都发现不了。

问题意识的第四个来源是论战的启发。我们

同学如果想培养和训练问题意识，请多看论战文

章。在真枪实弹之间，才能看出智慧的火花。在论

战期间最能发现对手的漏洞，我们看别人是怎样抓

住对手的漏洞然后穷追猛打的。我建议大家作那

些重大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论战的看客。我们观察

论战双方是怎么样冲锋陷阵的，论战是最足以培养

我们的问题意识的。我到现在仍然非常喜欢看论

战的文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一场论战叫“二王之

战”，被称作“城头变幻二王旗”，是王蒙和王彬彬围

绕着王朔评价所展开的论战。王蒙的回忆录当中

还在重提当年的旧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论战能

使我们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

我研究生毕业即发表文章参与当时的历史创

造者问题讨论。我得出一个结论：剥削阶级、地主

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我的文章

发表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

军报》、《文汇报》都予以摘要转载。原因在于，直到

现在，剥削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仍然是个敏感问

题。我提出那个问题是１９８８年春天，发表在《文史

哲》杂志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上。

这个问题恰好和我当时关注的现实问题密切

相关。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我去我表弟家，他是

当地一个小企业家，在８０年代算是个体户，经营着

一个面包房，垄断着半个滕州市的面包市场。我看

到十几个面包房的工人都在那忙碌，而我这个表弟

在看书。我问他，这些人都忙得要命，你怎么有时

间看书呢？他说我在作市场调查，考虑怎么样能使

面包的质量、样式得到改进，怎么把面包送到最需

要的地方，比如滕州市火车站。多家面包房都在争

夺滕州市火车站的面包市场，而只有他在竞争中取

胜。同时他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个小老板，按以往

的说法是属于剥削阶级成员。但能说这个面包房

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他没有关系吗？当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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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的理论，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工人阶级即无
产者创造的，那就意味着拥有工厂的大资本家不创
造历史。史玉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家，他
怀揣很少一部分钱去创业，几经起伏做成了一个大
的企业。我当时就在想，史玉柱创造这么大的企
业，说这个企业和他无关，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可
能吗？

这些现象并没能促使我在理论上作出思考，直
到后来我看到黎澍和其他人的论战涉及了这个问
题。黎澍先生说他可以把历史一刀劈成两半，一半
是剥削阶级的历史，一半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
人民创造整个历史的基础，剥削阶级只创造一小部
分历史，换句话说，生产的历史和剥削阶级无关。

我想这既不符合经验，也不符合马克思的一贯理
论，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说得非常清
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
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还要大”①。于是我从这里入手，这是我研
究生毕业留校后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像这样一些命题，直接来源于论战，所以大家
要想培养问题意识，一定多看论战文献。

第五点，从其他学科“移植”问题。从上大学之
前开始，一直到２０１０年前后，这３０多年的时间，所
有重要期刊的文章，我几乎心里都有数，不只《历史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还包括《哲学研究》、《经济
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与批评》等等。因为
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月一定到现刊阅览室待上一
天，带着一个小本子。每一期杂志来了，看看目录，

翻一翻，然后把重要的文章记下来，每月如此。所
以我编《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时候，可以直接
找出某个期刊的某篇文章，这篇文章当年有多大影
响我心里都有数。

为什么要看其他学科的期刊？因为人文社会
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它的问题是共同的。当然有
些问题是某个学科单独具备的，但是几乎绝大多数
是共有的问题。某个学科已经开始研究某个问题
了，而历史学还没有，那我为什么不能开始呢？从

我的观察来看，在对学术思潮、社会思潮的感应上，

文学界最快，文学类文章我看得也就最多。

我读过的相当一部分文献来自于文学类期刊，

我一段时间内最喜爱的是《文学评论》，既有文采，

又有思想。其他学科的东西，多数只有思想没有文
采。文学界对社会思潮、学术思潮感应最敏捷，比
如后现代主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在文学界
早已开始，而史学界真正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那要
到１９９８年前后，我也曾参与其中。我关注后现代
主义问题就来自于文学界的启发，所以文学界出现
的问题完全可以向历史学界移植，横向移植问题是
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其他学科的
期刊，而不是每天按照关键词在网上搜索。翻开一
本期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学术生态，而靠关键词
搜索出来的只是一篇篇孤立的文章。我们有些同
学不愿意依赖图书馆，这是巨大的错误。

问题意识的另一个来源是特殊的眼光和视野。

这当然需要培养，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却和人的天分
悟性有关，此处不论。

总之，从根本上说，问题意识来源于随时随地
的思考，即学与思的平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不思，只
看书不思考，那当然很迷惘，没有方向感，读到的内
容也变不成自身的财富。读书只有经过思考，它才
能变成自己的东西，融化到血液里。

以上所谈的“问题意识”的几点来源，或是对现
实问题的关切，或是学术论战的启发，或是读书的
积淀等等，总归是来自于人类思想的“理性”方面，

是需要你去思索、判断、整合的东西。而除了“理
性”，人类思想还有“情感”的方面，或者可以这样
说，理性与情感共同塑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也
区别于高智能的机器。我们知道，历史和历史学，

乃至一切的人文作品、人文学术都是关于人的，也
都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情感”也应当是理解人文
学术的一大关键，也就应当是“问题意识”一个别样
但重要的来源。

我这里所谈的情感，决不是一时情绪的激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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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而是你的文化、传统、风俗，以及你的时代，你
独特的人生经历共同赋予你的情感倾向，比如对生
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家园的热爱，对某些与之特别亲
近的人群的同情等等。黄宗智在他的《实践与理
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一书
的后记中，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了“问题意识”的
情感来源问题，对本人颇有启发。黄宗智在美国受
到正统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学术训练，而他的母亲
却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妇女，他也正好生长于中国社
会混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因此黄宗智始终对普通
民众特别是农民抱有很深的情感。对母亲，对普通
民众、农民的强烈情感，促使他越来越认同毛泽东
时代中国的思想倾向，也直接导致了黄宗智的学术
转向，他不再追随自己老师的脚步，试图在中国传
统思想中挖掘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成分，也脱离了对
精英思想史的研究。黄宗智对农民的情感使得他
深入乡村社会，并广泛收集、分析有关农民真实生
活情况的资料，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
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超越
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等著作，

全都是这么来的，他这些关于乡土社会的“问题意
识”的最根本的来源，是情感。

情感与理性不同，情感是说不出原由，无法压
抑，但能驱使人前进的。黄宗智自己也说：“正因为
其来自内心深处，给予了我学术研究强烈的动力。投
入其中之后，发现自己比对之前关于梁启超自由主义
思想的研究兴奋得多，觉得学术研究具有无穷的趣
味。”①从情感中得来的问题是一位学者真正关切
的，因此他往往能皓首穷经地进行研究而甘之如饴，

这样他的学术道路当然能走得极广而极深远。所以
我们说，情感当然也是“问题意识”的一大重要来源。

五、没有问题就没有学术的进步

提出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能力之
一，而所有的“问题”均源于思考。我建议同学们平
时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没有思考的读书可以看作
无效读书。因为问题意识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思考习惯的养成也必须来自长期的训练，一定

要设法使自己成为“问题中人”，到了这一步，你离

一个成功学人的距离可能就近了。

我自己在读大学期间就思考了很多问题，直到

现在我研究的不少问题仍来源于大学期间的思考。

比如，那时我看到过一组数字：１９４９年，我们共产

党几百万人中，有９５％出身于农民，接近７０％的人

不认识字。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由农民组成、没

有文化的党，怎么能够保持工人阶级的性质、马克

思主义性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后来写

成一篇大学毕业论文：《旧式农民战争遗产与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探讨了在井冈山那一

带活动、上山打游击的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吸收

了旧式农民战争的那些遗产、那些做法，比如李自

成的做法。随着对这个问题思考的不断加深、系统

化、体系化，我脑子里形成了很多关于农民战争问

题、农民问题的看法，甚至我对建国后一系列论战

的看法、对剥削阶级的看法，都和这些问题相关。

所以不但要有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本身还有一个不

断系统化、框架化的过程，我相信大家只要愿意思

考，就一定会有收获。

有人问我，假设一辈子没有问题意识，只整理

材料，是否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

题，但是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有成就感

的学者，而且在学界保持一定的影响力，那没有问

题意识便一切免谈。前几天在校学术委员会的一

个会议上，一位学者在发言时提出了一种看法，他

说在他所在的材料学领域，普通学者在整理材料，

一流学者在解决问题。这种划分或许存在一定的

问题，但它的确道出了学者之间的差异。从某种程

度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一

个学者成就的大小。

“问题”的有无不但决定一个学者成就的大小，

还决定一个时代学界的状况。２００４年我发表过一

篇文章：《放逐“现实”回避“问题”：９０年代学风的

致命伤》。年龄跟我相仿的人都清楚，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学者确实全部都是“问题中人”，全部生活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之中。到了９０年代以后，问题忽

８７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总第２８２期）

① 〔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后记二，第

６７５页。



然没有了，大家慢慢都变成了“课题中人”了。我用
了一句毛泽东诗词来形容这种转变———“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忽然之间，问题全部消失了，旧问题
无法再继续讨论，新问题没有被提出，大家只好一
盘散沙各自为战。要问近３０年来的学术进步在哪
里，很难估量。它不像古史辨运动、社会史论战、
“五朵金花”的学术史意义那样容易概括。而据我
的观察，近３０年史学界的一大问题，就是学术研究
的碎片化、实证化、汉学化，很难归纳它的进步在
哪里。

这不是说近３０年我们没有进步，进步在于学
术界出版的著作越来越多，研究者也越来越多，一
些具体问题也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但是在知识增
长的过程当中，９０年代以来的那个知识链条在哪
里？如果一环扣一环，那么这一环很难概括。其中
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没有论战、没有问题，所以我在
当年的文章中说，问题缺席是９０年代以来学风的
致命伤。当然最近我看情况可能有所好转，但仍然

没有根本好转，因为学界没有论战，没有问题，这就
不能聚集学者来共同讨论时代的核心问题。所以，

春秋战国年间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透彻地
清理，就是因为它通过古史分期问题集中了全国的
学者来讨论，有问题才能越辩越明。“知出乎争”，

没有争没有辩，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和知识增长。

这对培养下一代年轻人，危害尤其大，他们在这个
没有问题意识的环境中成长，当然也不会有问题意
识，更不会养成怀疑的天性和批判能力。

以上是我关于问题意识的一些思考，归纳概括
可能不一定准确，目前学术界尚未出现关于这个问
题的专题探讨，我也没有系统、完整地思考过这个
问题，这里提出来跟大家共同讨论。

附言：本文系作者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４日在山东
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２０１６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班
上的讲稿，博士生汤莹根据录音进行转换整理，作
者对文稿作了最后的订正。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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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王学典　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