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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歷史學家高華的離

去形成了一次震動學術界和思想界的

公共事件，強烈的良知情感和學術關

懷撞擊G人們的心靈。在高華離去的

背影中，人們的目光穿越學術體制而

看到了一個時代的巨大悲哀，感受到

自由獨立精神與學術良知的無比珍貴。

可以期待的是，高華所留下的學術遺

產和思想效應將會對中國人文學術研

究和當代史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現當代史研究中，二十世紀的

中國是籠罩G革命硝煙和歷史迷霧的

地帶，是真相與謊言搏鬥的戰場。有

道德良知和深厚研究功力的學者在極

受限制的條件下，熬煉G自己的火眼

金睛，通過學術性的艱苦努力不斷地

突破禁區、超越藩籬，而在客觀上所

推動的不僅僅是學術進步，更是社會

思想的進步。高華所取得的學術成

就，固然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中的一

座豐碑，其在學術上求真奮鬥的心路

歷程，更有激勵來者的思想價值。這

也正是在悼念高華的思潮中最為人們

所感動的。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在當下的

中共黨史研究格局中已經形成了三大

板塊：

第一個板塊是在體制主宰下的正

統（或主流）話語研究體系，至今仍然

在精心地建構G原有意識形態色彩的

解釋文本。高華曾對1980年代的正統

研究體系做過這樣的概括：「在中國

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

學盛行，為聖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

威論述作註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

尚。」1但也必須看到，近十多年來

出現了某些變化，在正統近現代史研

究體系中也部分地出現了重視運用史

料和輕度修正解釋話語的趨向。

第二個板塊主要是以海外學界為

主的研究話語，多是以西方社會人文

科學的理論為解釋框架，角度多元和

觀點新穎是其重要特徵。

第三個板塊是站在民間立場上的

獨立學術話語解釋系統，集中地體現

了中國新一代學人的學術良知與研究

功力。它強調以客觀中立的立場和對

歷史的宏觀把握為前提，對史料進行

廣泛的搜集和細心的考辨，避免由意

識形態而產生的有意或無意的「歷史

誤讀」，以求揭示歷史真實、警醒世

道人心。在這板塊中的研究者既有保

留體制內身份的學人，也有在體制外

的自由寫作者，但是身份的色彩在這

歷史研究何為？
——高華的學術遺產與思想效應

● 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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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

想上、學術品格上相互引為同道，相

互切磋。俯瞰這種學術景觀是我們思

考「現當代史何為？」的基本前提，由

此可以把高華的中共黨史研究定位在

民間立場話語體系中最優秀的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塊的學術取

向之別的背後，還應該看到的是，當

下的學術體制及學術資源的分配狀況

存在G極大的不公平，對整體上的研

究事業產生嚴重的阻礙力。這也是高

華的離去所引發的「現當代史何為？」的

重要思考。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

《紅太陽》）的〈後記〉中，高華自述2：

由於這是一本私人寫作，十多年

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擠出錢購買

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

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

研究項目的資助，所以我的另一個遺

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

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採訪，如果

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

內容有所充實。

我還有一個遺憾是我沒有機會去

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

這種窘況與體制內主流板塊中的科研

經費黑洞形成了極大反差，令人觸目

驚心。

2005年5月，廣東美術館舉辦「毛

澤東時代美術文獻展」，研討會在延

安舉行。筆者作為學術會議主持人邀

請高華出席並做專題演講，他對筆者

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筆者大為

吃驚。在延安參觀的時候，高華對各

處史事如數家珍，更使筆者感嘆。一

位以研究延安整風運動而聞名於國際

史學界的學者，竟然在體制下得不到

任何資助；高華說即使申請也不會成

功，恐怕也是實情。在這種狀況中堅

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

神力量支撐的。在《革命年代》一書的

〈後記〉中，高華的自述對於理解這

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在革命前後兩個階

段中成長的心路歷程，以及獨立的民

間話語解釋系統的形成，均具有重要

價值3：

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

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動、大改組、大

破壞，也意味¤風捲殘雲、摧枯拉朽，

其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

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

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

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死水，像研

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進入新

世紀後，資本和權力的擴張使得思考

的空間更顯逼仄，面對¤滲入到大學

校園的項目化、數字化、標準化的壓

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頭讀書和研

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徑，也是

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近兩年來，高華的三本書一直放

在案頭，時常翻閱，因為筆者的研究

正涉及從延安時期到1960年代人民公

社這一段時期。以書本身的命運來說，

高華的代表作《紅太陽》就有不少故

事。筆者手上的這本是高華送贈的，

但卻是他從街上買的盜版，他說做得

可以，文字上沒有任何區別。但是，

另一件事就曾轟動一時。2002年8月，

一位律師行李中的這本書被北京機場

海關「沒收」，律師為此提出行政訴

訟。一審敗訴，終審勝訴，歷史學家

的著述由於被非專業人士「定性」而引

起了學界人士的反「定性」，這種「審

讀」博弈成為對這本書的最好檢驗。

高華的《在歷史的風陵渡口》是一

本論文集，收文章十八篇4。筆者手

上的這本盜版書卻印G2010年1月版，

歷史學著述被一再盜版，就像高華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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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天火來照亮我們的閱讀。這本書

的封面勒口上有高華在黃河瀑布邊上

的照片，令筆者想起2005年5月26日

那天和他一起拍照的情景。在廣州出

版的《革命年代》收入文章三十三篇，

許多文章都曾收入《在歷史的風陵渡

口》，但在文章的選擇上顯然多有考

慮，而且有的文章經過較大刪減。至

今還沒有一本收集高華論文、講演和

文章較全的文集，但筆者相信很快會

有出版的一天。

在高華這些著作的序言和後記

中，時有提到在他精神成長的過程中

曾讀過和令他感動過的書籍，筆者

想，這是我們這一代人都會很熟悉和

很感親切的書單。在《在歷史的風陵

渡口》的〈代自序〉和《紅太陽》的〈後記〉

中，他提到很多書，其中既有《紅旗飄

飄》、《星火燎原》、《革命烈土詩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氓》、《青春

之歌》、《三家巷》、《紅日》、《林海雪

原》、《紅岩》等，更有高爾基（L`jqhl

Cnp|jhi）的《在人間》和《我的大學》、

涅克拉索夫（Mhjnk`i  @kejqeebhw

Mejp`qnb）的《在俄羅斯誰能歡樂而自

由》、蕭洛霍夫（L. @. Xnknunb）的《一

個人的遭遇》、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

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

斯朵夫》、惠特曼（Walt Whitman）的

《草葉集》、葉聖陶的《倪煥之》、老舍

的《駱駝祥子》，以及《魯迅全集》等。

他說，「正是這些作品支撐起我的人

文主義的信念。」5這份書單正是對上

述他對中國革命之「同情和理解」，以

及價值關懷的最好說明。

在高華的境遇中，我們可以看

到，在權力化、意識形態化的學術語

境中，真正的學術規範、自由的探索

精神、獨立的學術立場難有立錐之

地。在政治學、歷史學這樣的人文社

科領域，許多被知識界和社會公眾爭

相閱讀、反覆討論的學術專著，往往

很難從中國的體制內獲得必須的研究

資源，因而那些研究者的艱辛也是可

想而知的。因此，高華的現當代史研

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來自於

他的學術良知和道德勇氣，從理想主

義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學術獨立、思想

自由的精神品格，這正是獨立的民間

話語解釋系統賴以建立的穩固根基。

在民間立場的研究話語體系的入口處

或許可以刻一句詩：「高尚是高尚者

的墓志銘。」

作為站在民間立場上的歷史學

家，高華的學術遺產首先體現在以學

術良知與學術功力的高度融合，從而

在學術性方面做出的巨大超越，這是

連體制內的一些主流史學家都不得不

佩服的。

這種學術性的超越來自於高華一

貫強調的學術研究原則：客觀中立的

學術立場，窮搜博採、細心考辨、謹

慎運用的史料觀，以求還原歷史語境

而避免「歷史誤讀」、嚴肅揭示歷史真

實的研究宗旨。關於當代史研究的史

料問題，他在〈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

干問題〉一文中有比較全面的闡釋，

其經驗和識見可以為研究者提供借

鑒。他認為「檔案是極其重要的，但

鑒別、分析更為重要」6；他指出政治

人物的文集都為事後所編，並非完全

意義上的歷史原件，在使用時要小

心、謹慎、考辨、核查。領導人的年

譜也一樣，他認為，這些年譜的一個

重要特點是有較多的取捨和省略，並

迴避敏感問題7。

而對於在文革中由紅ÿ兵編印的

《毛澤東思想萬歲》，高華則認為很有

價值，其中收入的毛澤東講話大都未

編入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毛澤東文集

中，其真實性基本可靠。筆者和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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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的討論中，也曾向他請教關於

文革中紅ÿ兵出版物的資料可信性問

題，他認為絕不能因為該資料的民間

性而忽略其內在重大價值。他在文章

中強調要有史學研究的基本功底、小

心的鑒別與判斷和史識的修養與眼

光，才能真正「讀懂這些語意曾被膨

脹或修飾的浩如煙海的史料」8。

他在《紅太陽》一書中對此有更深

入的闡述9：

由於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

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

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

但在八十年代以後，官方也陸續披露

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

料，除了少量檔案、文件集外，也出版

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

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

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

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

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

強了我閱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

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

在這�，對中國的生活體驗和對史料

的廣泛涉獵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有時候閱讀海外學者的大著，雖然常

有框架或觀點之新穎的收穫，但不時

也會感到由於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而

造成的隔膜。

就高華的學術代表作《紅太陽》而

言，非常難得的是，在史料來源很受

局限的情況下，他能夠運用目前中國

大陸公開出版的資料作出如此深入和

充滿洞見的研究。據稱在《紅太陽》被

機場海關沒收而引起的行政訴訟案的

審理中，有關人士指出據中共中央文

獻研究室介紹，此書的一大特色就是

所有資料均源於國內的公開出版物，

沒有引用任何海外資料和內部資料。

顯然，在像高華這樣有深厚學術功力

和求真求實精神的學者面前，企圖以

封鎖資料來阻撓歷史研究前進的步伐

已經是愈來愈困難了。就這個問題，

筆者也曾與做過黨史研究、出版了《革

命人》bk一書的單世聯兄有過討論，我

們都認為就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和學

術成果而言，已經足以使研究者對歷

史問題作出基本判斷、對歷史人物作

出基本評價。可以說，在今天仍然試

圖以封鎖資料來維持歷史謊言、繼續

建構歷史神話，已經難以奏效了。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現當代

史何為？」這個巨大問題前，高華對

公開史料的卓越運用和深刻識見是極

其鼓舞人心的，他為仍處於威權時代

中的年青一代研究者樹立了很好的範

例：即使只能依靠公開出版物，但只

要通過精心的辨別和研究，當代中國

歷史的發展真相、歷史人物的偉大與

卑劣、歷史發展趨向的光明與黑暗、

歷史事件的真相與謊言等根本性的問

題還是會昭然若揭，所有大是大非的

問題都會朗然呈現。

在對高華的學術遺產進行分析的

時候，更應該看到，高華在「史料關」

之上有G更基本的價值觀作為研究的

動力，這更是回應「現當代史何為？」

的核心命題，是民間寫作話語體系的

安身立命之處。關於價值與情感的問

題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在《紅

太陽》的〈後記〉中，高華這樣寫道：

「吾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

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

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

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二十世

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

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

值和意義。」bl筆者認為這種情感和觀

念是高華真實的想法，也是對目前關

於高華的悼念、評論中出現某種過於

簡單化標籤的應有回應。二是他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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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現當代史研究的價值關懷做出了

明確表述：「如果說本書的n述中有

甚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

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

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bm

這兩方面是認識和評價高華的基本要

點，也是在「現當代史何為？」的價值

觀問題上的很好表述。

在研究模式上，高華分別對「革

命n事」與「現代化n事」兩種模式進

行了深入研究，認為bn：

如果對「宏大m述」作出一些結構性的

調整，「革命m事」仍有其重要意義，

它表達了左翼革命主義的世界觀，為

人們認識這個紛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

來源，提供了一個不可取代的視角；

增強「現代化m事」的本土性，也會有

助於發現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和複雜

性。所以這兩種m述方式是可以互相

補充的，並不存在誰是誰非的選擇的

問題。開放的、兼容並蓄的態度可以

把不同的認識框架置放在一個平台上，

為m述者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在

這個開放性的平台上，一種中立、客

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

與此相聯繫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

究方法，或許能夠成為人們認識、分

析歷史現象的新的工具。

這是對於「現當代史何為？」提供了新

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工具的思考，史學

界也有人把高華看作是「新實證主義」

史學的代表人物。

最後，民間話語解釋系統的「現當

代史何為？」思考還有重要的一環：「修

辭策略」的問題。在後威權主義時代

的史學寫作中，有經驗的作者在不同

程度上都成了「修辭學家」。高華更是

難得的高手，其筆法之簡煉、修辭把

握之準確和重現歷史氛圍之生動，都

使人佩服不已，既表現出探索的自

由、學術的尊嚴，同時以建設性的努

力推動G不可阻擋的學術獨立、探索

自由的潮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獨

立的民間話語解釋系統在後威權時代

的史學寫作中已經走向成熟，就如史

料的封鎖無法阻擋探索者敏銳的目光

一樣，文字的「過濾」也難以阻隔在修

辭策略推動下奔湧的思想交流。

高華走了，想起和他在延安度過

的日子，想起去年10月29日還和他在

醫院�討論土改運動的情景，筆者感

慨萬千。歷史學家高華走了，他寫的

書有更多的人在讀，會從深夜一直讀

到天亮——讀書的人都相信天一定會

亮的。一位歷史學家的離去成為他所

書寫的歷史中的一頁，作為歷史學家

還能祈求有更好的告別儀式嗎？筆者

相信，在現當代史研究乃至中國當代

的人文科學研究中，高華留下的學術

遺產與思想效應，是很值得我們研究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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