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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期，「歐洲中心論」

依然處於強勢地位。百餘年來，不

斷有學者試圖衝破其藩籬，重構

歷史L事範式，希冀論證「歐洲中

心論」的不合理性，服務於日漸崛

起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被用於

新的L事範式來建構以民族國家

為歷史主體的宏大L事。民族國

家的崛起和民族主義話語的增強猶

如一股摧枯拉朽的洪流，滌蕩|帝

國主義、殖民主義艱難維持的舊

秩序。

美國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代表作《從民族國家拯救

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

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最早於1995年由美

國芝加哥大學出版。2003和2008年

在中國大陸分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

簡稱《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引用

只註2003年版頁碼）就試圖剖析這

樣一場思想與範式的變革。作者開

篇就說：「現代社會的歷史意識無

可爭辯地為民族國家所支配。」（導

論，頁1）這是全書的主旨。此論題

得以成立可能源於「啟蒙歷史使民

族國家把自己看做是一個存在於傳

統與現代、等級與平等、帝國與民

族國家的對立之間獨特形式的共同

體」（導論，頁2）。

歷史何以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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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ú，作者認為，在啟蒙歷

史L事的桎梏下，民族國家是一個

具有集體人格的新歷史主體，在近

代中國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而

作為L事的歷史不僅是認識的透明

媒介，更是一種使歷史人物，尤其

是從事歷史L事的歷史學家，「得

以用來阻礙、壓制、利用其他講述

過去和未來的方式，或在某些時候

與這些方式進行協調」（導論，頁3）

的話語。

毫無疑問，「民族歷史把民族

說成是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

演化的民族主體，為本是有爭議

的、偶然的民族建構一種虛假的統

一性」（導論，頁2）。此書一經出

版，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雖然褒貶

不一，但無一例外都認識到它的價

值。這是它的成功之處，恰如布洛

赫所言：「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史學

存在的理由，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

更新。」（布洛赫 [Marc Bloch]著，

張和聲、程郁譯：《歷史學家的技

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1992〕，頁18。）

杜贊奇是一個介於現代和後現

代之間的學者，他要完成的是從以

因果律闡明和目的論L事方式到意

義闡釋和非目的論L事方式的範式

轉換。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杜贊奇的

觀點，都不能否認此書是對民族國

家崛起背景下重構宏大L事範式的

有益嘗試。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

歷史虛無主義瀰漫國內外史學界，

有人認為二十世紀初「新史學」漸成

現代輪廓之時，複雜的國內外形勢

和民族國家建設摧毀了「新史學」，導

致所謂「喪鐘敲響」、「歷史終結」。

筆者實難苟同。重溫《從民族國家拯

救歷史》，尤其是關注其頗具民族主

義色彩的歷史L事顯得異常必要。

歷史學家從事歷史研究是否必

須以求得真理或獲取真實為旨歸？

具體到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

如何調和歷史L事與民族主義的關

鍵是在於繼續秉承中國古代史家直

書、實錄的優良品質，還是以歷史

L事為武器服務於日益崛起的民族

國家？在二十世紀前期實證之風日

熾的主流史學思潮中，此問題似乎

不成問題。然而，杜贊奇筆下的史

學家卻一反常態書寫「非真實」的歷

史，這其中就包括傅斯年和顧頡剛

等長期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史家。

我們當然可以高談民族主義，

因為這往往被視為「愛國」；我們也

可以闊論「還歷史以真面目」，因為

它常常被視為「清流」。晚清民國的

知識精英們因此陷入兩難之境：一

方面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自強；

另一方面，還要警惕危重的民族危

機。傳統良史觀念和當時境況雙重

背景下形成的話語場，決定了追尋

真理與史家救國的衝突。民族主義

話語主導的歷史L事不可避免地掩

蓋了歷史真相，因而遭到不少人士

的批駁。但是，當我們自覺運用歷

史主義這一評價武器時，我們不禁

要問：歷史認識的「求真」究竟求到

甚麼程度？杜贊奇到底要拯救怎麼

樣的歷史？

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是在

努力打破舊的史學模式，而梁啟

超、何炳松、汪精2等則試圖構建

新的史學模式。「新史學」的核心是

民族主義，其目的是保國救民，

「新史學」的核心是民

族主義，其目的是保

國救民，方式是新的

歷史X事，尤其是歷

史分期。梁啟超的〈中

國史X論〉和〈新史學〉

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

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

濫觴，杜贊奇的論述

起點正是梁啟超及其

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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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分期。梁啟超的〈中國史L論〉

和〈新史學〉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中

國民族主義史學的濫觴，杜贊奇的

論述起點正是梁啟超及其代表作。

傅斯年也運用了這一虛擬的分期

模式：

傅斯年使中國歷史服從普遍規律，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未來的預

測，這一方法可以理解為對中國過

去的非歷史主義化。然而，傅斯年

同時又懷有民族主義訴求，希望中

國能平等地列居世界民族國家之

中，此一訴求與他自己的方法論預

設矛盾，他因此之故一次又一次被

捲入民族主義的政治行動之中。

（施耐德[Axel Schneider]著，關山、

李貌華譯：《真理與歷史——傅斯

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

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頁1。）

民族主義話語與新歷史考證學

派倡導的「史學便是史料學」表面上

看是相悖謬的，實際上是一種客觀

存在的潛流。我們又面對另外一個

問題：如何對貌似自相矛盾的思想

進行公正無私的評判？我們不得不

承認，二十世紀前期的「新史學」與

以救亡圖存為價值取向的致用史學

在歷史L述的實踐中是吻合的。杜

贊奇藉此提出了疑問：「或許歷史

材料只是喧嘩的『噪音』，其意義需

靠歷史學家通過L述來『象徵』性地

揭示？」（頁13）。他坦承：「本書的

目的不是為了找回來被污染的、原

始的中國史，而是為了確定一個場

所，在那ú，多層次的L述結構或

是在攝取歷史之真或是在同歷史之

真掙扎，而歷史之真除了通過L述

象徵以外是不可得知的。」（頁14）可

見，他並不拒斥歷史主義思維，作

歷史評價時希冀把事物放在所處的

「場」，這樣才能理解其浮華的喧

囂，進而透過表面找尋歷史之真。

傳統良史觀念與古今一大變局

的張力使得不少民族主義史學家具

有難以調和的矛盾性。恰如杜贊奇

所言，「謙遜與自我使命是這一動

亂與流血時代的知識份子中大多數

人的特點」，縱然是顧頡剛這樣當

時中國最穩健的知識份子，都感到

「重新把國民鑄造為主權國家的基

礎是時代的當務之急」（頁92），主

張重新與歷史傳統建立聯繫。孫中

山利用民族主義意識組織會黨給了

杜贊奇靈感，他在「兄弟會與共和

革命中的革命話語」一章中評論

道：「當19-20世紀之交這一全球性

話語在中國扎根時，迅速成為此後

20年間中國知識份子最重要的話語

工具，直到反帝的修辭和倫理取而

代之時為止。」（頁130）

而在整個民族文化水平有限的

情況下，必須有強勢歷史活動主體

領導方能發揮這個古老民族的潛

能。那麼，這個歷史主體是甚麼

呢？杜贊奇認為，在當時中國，要

想把這種話語改造成為激發民族自

強的學說，只能以日漸崛起的民族

國家作為歷史主體行使這種獨特權

利。幸運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參

與到了一個國際性的話語體系之

中，同時，革命的知識份子對話語

進行了改造，以便使之適合於中國

二十世紀前期的「新

史學」與以救亡圖存

為價值取向的致用史

學在歷史X述的實踐

中是吻合的。杜贊奇

並不拒斥歷史主義思

維，作歷史評價時希

冀把事物放在所處的

「場」，才能理解其浮

華的喧囂，進而透過

表面找尋歷史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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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從而使自己能夠編織出一

部天衣無縫的國史」（頁130）。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

解民國新史學家中的旗杆人物顧

頡剛、傅斯年、雷海宗等為甚麼以

歷史分期作為武器，向歐洲和日本

歷史L述結構的霸權模式進行堅決

的鬥爭。我們也應該理解梁啟超

為宣揚新法而作〈譚嗣同〉、汪精2

為宣揚革命而撰〈民族的國家〉，如

此不過是試圖論證維新派和革命

黨人拼命建立的是這麼一個作為歷

史主體的民族國家。維新派和革命

黨人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線性歷史

的國際話語消化並使之本土化，建

立了在世界生死格局中不斷進步的

中國。

由此觀之，歷史的確是一種手

段、一種工具，其求真的「體」與致

用的「用」，在歷史L述的天平中無

法永遠保持平衡，縱使最優秀的史

家也不行。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追求

現代化同時展開的近代中國，這似

乎是一種宿命：「在既想屬於過去又

想與過去決裂的倡導者之間，歷史

L述結構存在|相互矛盾的趨勢。」

（頁75）民族主義話語是反真實的卻

又是最革命的。民族國家崛起之

後，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意識的史家

自覺運用這一武器紛紛走上史家救

國的道路。

反觀當代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求真之風日盛，追求所謂「純學術」

似乎成為史學工作者自我標榜的不

二法門，並且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研究三元里抗英運動不再分析它的

歷史場景，而去考證到底殺死了三

個或五個英軍；研究第二次鴉片戰

爭不再考慮其隱含的歷史動因，而

是不厭其煩地討論所謂「國際法」；

研究甲午戰爭不再燃起馬革裹屍的

雄心壯志，而在是否「與國際接軌」

上大做文章。諸如此類，讓人痛心

疾首！

在近現代史L事中，淡化歷史

具有歷史正當性。歷史學必須走出

書齋，擔負起正義和自強的責任。

誠如學者何新所言：歷史學是一門

能夠「塑造民族整體人格，表述民

族自我意識、自我評價和自我認知

的偉大學術」，而歷史意識則是建

構「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內

容，關係於現代政治國家的某些根

本價值」（何新：《論中國歷史與國民

意識：何新史學論著選集》〔北京：

時事出版社，2002〕，頁5-6）。在後

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強勢話

語壓迫下，我們偉大的歷史研究實

在不應當把所謂「求真」懸為治史鵠

的。

動輒有人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似乎如

此其結論就顛撲不破了。殊不知，

史料具有極強的黨性，歷史L事同

樣具有極強的黨性。只有在殘酷鬥

爭中勝出的人——不管他們用甚麼

手段，也不談甚麼成王敗寇——才

能生產甚至篡改史料。歷史不會讓

人感到枯燥，因為它的大部分是活

人在講他們的英勇事X，「總的來

說，歷史是成功者的記錄，而不是

失敗者的記錄：在這個意義上，歷

史顯然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卡爾

[Edward H. Carr]著，陳恆譯：《歷史

是甚麼？》〔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頁230。）如此看來，歷史

史料和歷史X事同樣

具有極強的黨性。只

有在殘酷鬥爭中勝出

的人才能生產甚至篡

改史料。從這點講，

民族主義支配下的革

命化X事維護了歷史

的正義和史家的良

知，對殖民話語支配

下的歷史X事起到

「祛除巫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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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告別革命」，那後世子孫

真的會被永遠誤導。從這點講，民

族主義支配下的革命化L事維護了

歷史的正義和史家的良知，對殖民

話語支配下的歷史L事起到「祛除

巫魅」的作用。

死去的人無法開口說話，活|

的人望|自己豐盛的戰果，以勝利

者的姿態肆無忌憚地奚落、嘲諷死

去的人無知、卑微、孱弱不堪。因

此，活|的人是罪惡的，儘管代表

所謂「先進」。活人的手上沾滿了血

腥，審判|死人的靈魂——勝利者

書寫歷史，「先進者」踐踏歷史！歷

史的評價終歸是強者對弱者的審

判，是歷史和現實利益的既得者喪

失人性的無病呻吟。

歷史學不斷遭受厚黑學的侵

蝕，愚昧的史家不自知而去助紂為

虐，中國近代史翻案成風就是明顯

例子。有人聲稱辛亥革命是反動

的，革命黨武裝起義和孫中山當選

總統是不合法的，袁世凱代表所謂

進步的生產方式，因此應當貶孫揚

袁。乍一聽，貌似以先進生產力的

維護者自居，實際不過是新時代迷

失自我的高級牢騷罷了。革命黨和

孫中山當然是不合法的，也正因此

才顯得那個時代稀缺罕見的偉大。

導致國家殘破衰敗、民族幾於滅種

的舊秩序就需要這種偉大的「不合

法」行為來打破！袁世凱賣國求

榮、¨顏復古，作為民族公敵理應

受千夫所指、萬眾唾棄。所謂能否

代表先進生產方式根本不能作為主

導標準做出合理的歷史評價，能否

維護並發展人類數百萬年積澱下來

的文明水準才是超拔於庸俗之上的

合理標準！否則，卑微難以遏制，

「侵略有功論」、「漢奸光榮論」等更

會甚囂塵上，人類的最終文明成果

將會毀於朝夕！

歷史評價是死人與活人的交

易。活人利用自己活|的既得地

位，依靠給陰司的死者正名，獲取

自己在陽間的權利。歷史學如何調

適、規範無知利己存在者的行為？

是服膺於既有的生死格局，還是維

繫人類文明的水準？二十世紀前期

有良知的史學家深入思考過這一問

題並最終找到了解決的鑰匙：以民

族國家作為歷史主體從事歷史L

述。民族主義史家巧妙地運用L事

技巧，促使民族國家走上現代化的

坦途，這也意味|：「中國歷史只

要寫得好且分期得當，中華民族就

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延續不絕的歷史

性的民族。」（頁28）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言

「一切真歷史皆是當代史」長期遭到

誤讀。或許是用來反抗偏頗卻又強

勢的「革命範式」，史家主體有意突

出現代化L事而在「一切真歷史皆

是當代史」上大做文章。事實上，

他們不惜歪曲克羅齊本意，僅僅把

其作為一種思想資源以達到自身利

益訴求的目的。如果非要說「歷史終

結」，那就是對後殖民主義和「歐洲

中心論」神像迷信的終結，而絕非

克里奧女神生命力的衰竭。誠然，

近現代中國面臨古今一大變局，關

注者甚眾，研究成果積累深厚，再

有所突破確實困難，於是，亂翻案

成為學術成果的「增長點」。史學工

作者何時才能擺脫這一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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