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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宗旨与史学批评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考察

□　 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学术宗旨是在学术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核心学术

理念和研究取向，它一旦形成便会对学术研究产生

长久且深刻的影响，成为学术的方向与灵魂，并鲜明

地投射到学术思想、学术评价和学术关怀等方面。
古代大思想家黄宗羲已明确强调学术要有宗旨；宗
旨是为学的根本，是以简驭繁之道；学人无宗旨则无

“得力”处；后人不知前人宗旨，则无法得其要领。
这番话是有根据的。 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到司马光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再到章学诚的“吾言史意”、
龚自珍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古代史学家

始终重视学术宗旨的提炼、表达与贯彻。 而这些宗

旨也的确是前代史家治史的法宝和后人揣摩前史的

门径。
学术宗旨、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三者之间具有

紧密的联系。 这表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那些

精粹的表述往往与学术宗旨的批评有关，比如会通

与断代、史法与史意、撰述与记注、良史与信史等。
围绕批评家的学术宗旨来讨论史学批评问题，对于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或可有新的认识。

宗旨对立引发史家争议

　 　 史学批评何以发生？ 史学理论何以提出？ 关于

史学的理论认识又何以被继承、覆盖和超越？ 这自

然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时代的变化、思潮的涌动、
政治的介入，甚至门户的偏见等。 而由学术宗旨对

立所引发的批评，也是其中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因
为它能够显现出争论的思想底色，并推动史学理论

的创新。
魏晋至隋唐间，史注之风盛行，裴松之的《三国

志注》是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史注。 众所周知，陈
寿的《三国志》素以简净著称。 但在裴松之看来，
《三国志》却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裴松之对

于《三国志》“补阙”“备异闻”“惩妄”和“论辩”的批

评固然是奉了宋文帝的旨意，但裴松之注史自有其

宗旨，即务在周悉，这才是裴松之发表上述批评的学

理依据。 一百多年后，另一位史注大家颜师古却与

裴松之的宗旨大相径庭，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说：
“近代注史，竞为赅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

呵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
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有意思的是，争
论到此并未结束。 又过了一千多年，在乾隆年间官

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裴注的评价又发生了

转向，认为裴注“网罗繁富……考证之家，取材不

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 陈寿与裴松之

的学术宗旨不同，故而裴松之批评《三国志》疏漏。
颜师古与裴松之在史注旨趣上迥异，所以人们看到

了颜师古的反驳。 而史学发展到清代，在推崇征实

考信的四库馆臣眼中，裴注又成了文献渊薮，自然功

不可没了。
唐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关于“会通”与“断代”的优劣之争。 这一争

论具体表现为刘知幾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评论以及

郑樵对于刘知幾、班固的批判，也是一桩因学术宗旨

不同而引发的经典批评案例。
刘知幾在史学上推崇断代为史，这在《史通·六

家》篇关于“《史记》家”和“《汉书》家”的评论中有

非常清楚的表达。 刘知幾指责了通史三个方面的缺

憾，即“为体之失”“撰录之烦”和“劳而无功”，依次

指向通史的体制之失、叙事烦冗和事倍功半。 相比

之下，刘知幾关于《汉书》的肯定恰与对《史记》的三

重批驳一一对应。 刘知幾重视断代、轻视会通的倾

向引来了与其学术宗旨不同的郑樵的激烈反驳。 在

《通志·总序》中，郑樵再三高扬“会通之义”的旗

帜，把断代为史说得一无是处，显然是要与刘知幾一

较高下的。 郑樵认为会通之可贵，在于它呈现了历

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礼乐文明的损益之迹。 而断代修

史既重复烦琐，又割断了历史的内在联系。 在今天

看来，刘知幾对于断代和会通的上述看法，不能说没

有一点道理，但二者的优劣并非全如刘知幾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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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歧路，批评殊途

　 　 史学批评是一项主体性鲜明、思想性突出的学

术活动。 学术宗旨不同，对于事物的评价自然有所

区别。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名著，但班固父子

却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刘勰继而论司

马迁有“爱奇反经之尤”。 到了明代，评论界则发出

了另一种声音。 李贽反戈一击，讥讽班固父子关于

司马迁的批评“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可见，他
们所发表的评论或褒或贬，不过是基于不同宗旨的

一种学术表达。 这是从史学批评的纵向维度上证明

了学术宗旨对于批评的决定性影响。
若从史学批评的横向维度来看，宗旨对于批评

的制约亦极大，甚至会出现同一时期不同学派对相

同问题的看法尖锐对立的情况。 清乾嘉时期史家辈

出，若以学术宗旨划分，则有比较明显的两大学派：
以钱大昕、王鸣盛为领军的考据派和以章学诚为中

坚的浙东学派。 两派在宗旨上的分歧可以用章学诚

的一句话来概括：“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

索之功。”浙东学派服膺“独断之学”，推崇的是思

想；考据派醉心于“考索之功”，则偏向于功力。 再

读章学诚与汪辉祖的信，有“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

多，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之说，
这也折射出浙东学派与考据派的学术分野。 而考据

派和浙东学派关于《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的
评论，就生动地体现了宗旨歧路而导致的批评殊途。

王鸣盛晚年的重要著作《蛾术编》中有一篇《通
典通志通考》，专门评论“三通”，认为《通典》虽有可

议之处，但它“条贯古今，端如贯珠”。 《文献通考》
继《通典》而作，可辅翼《通典》。 相比之下，尽管郑

樵自视甚高，却属自我吹捧，《通志》着实乏善可陈，
在“三通”中为最下。 那么，四库馆臣又怎样评价

“三通”呢？ 他们批驳《通志》的纪传部分不过是“删
录诸史”，至于书中的《二十略》，也是错讹百出。 总

之，“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 樵

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
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
这条提要绕了一大圈，重点还是说《通志》考订粗

疏，而矛头所指则是“宋人以义理相高”，现出了宗

旨之争的端倪。 四库馆臣评价《通典》时又是另一

种口吻了，他们评论的落脚点是可以借《通典》考订

“唐以前之掌故”，恰与上述有关《通志》的评价相互

映衬。 至于《文献通考》，虽有小疵，然全书史料翔

实，可供考史之用。 显然，《四库全书总目》关于“三
通”的品评都是围绕是否有益于考证而发的，这与

其重“考索之功”的宗旨是一致的。 对王鸣盛、四库

馆臣有关“三通”的评论做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之后，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考据派的评价体系中，《通

典》与《文献通考》远胜《通志》。
再来看看浙东史家章学诚对“三通”的看法。

章学诚关于《通典》的评论，较重要者有三处：一是

《通典》“谈言有中，存其名理”；二是杜佑“穷天地之

际，而通古今之变”；三是《通典》“体虽旁摭旧闻，而
义则裁以独见”。 尽管浙东学派和考据派都推重

《通典》，但理由却不同。 章学诚称赞的是《通典》在
编纂上的匠心和史意上的通达，与前述考据派强调

的为考证之渊海的意思已呈对峙之势。 在郑樵被乾

嘉学术主流大批判的背景下，章学诚却对郑樵及其

《通志》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维护、提升郑樵的学

术地位。 《文史通义》中的《答客问》 《申郑》和《释
通》等篇皆极力表彰郑樵。 在章学诚看来，郑樵是

别出心裁的史学大家，非一般辞章家和考据家所能

比肩。 郑樵继承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发凡起例，
自成一家。 那些批判郑樵的人虽勤于考据，却无见

识。 他们不懂得《通志》本不是要与小学家的著作

争一时的短长。 郑樵瞩目于史学之大要，批评者却

吹毛求疵。 章学诚还特意回应了考据派对郑樵的批

判，说：“今人大抵全尚名数……夹漈体大而材疏，
今人于其材疏则诟詈之，其体大之处，全不解也。”
言语之间，对考据派的批判不以为然，且有愤恨不平

之意，又盛赞郑樵将一家之言寓于史裁之中，乃是千

古不朽之业。 那么，《文献通考》在章学诚的史学批

评中又居于怎样的位置呢？ “分析次比，实为类书

之学。 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在章学

诚看来，《文献通考》不过是备科举之需而已。
综括上述诸论，章学诚对郑樵的褒扬主要集中

在其“发凡起例”和“独具心裁”上，他欣赏郑樵不拘

于程式，不泥于成规，批评考据派只盯着《通志》中

的疏漏，却全然不去理会郑樵的“独断之学”。 与此

相对应，章学诚对考据派所欣赏的《文献通考》则嗤

之以鼻，显露出几分不屑与傲慢。
浙东学派与考据派关于“三通”针锋相对的判

词，归根结底是因为两派的学术宗旨不同，以及因此

而产生的视角差异。 在“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
这两种宗旨引领下的批评话语中，存在着无法调和

的矛盾，“三通”的学术地位自然也就有了天壤之

别。 不过，若跳出对“三通”的评价窠臼，是否可以

这样认为，正是有了考据派和浙东学派等宗旨各异

的史学家们的相互商榷与辩难，才告别了理论的单

调与单薄，构建出一幅古代史学理论的多元图景。

关于宗旨与批评之关联的反思

　 　 世间本无尽善尽美之史家与史书，长于论断者

或乏史学，善于考索者或短于史识。 更何况宗旨相

异，批评之分歧自然无法避免。 回顾史学批评史，结
合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流变，梳理学术宗旨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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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之间的学术关联，更需检讨宗旨对批评的影响，
思考其中的得失与启示。

第一，就批评的对象而言，史学批评大概可以划

分为三个层次：关于史料来源、记载真实性、准确性

的批评是第一层次；关于史书编纂、修史制度、叙事

艺术的批评是第二层次；关于史家素养、史学思想、
学术宗旨的批评是第三层次。 这三个层次呈现出从

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而宏观的批评次第，构成了古代

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但三者却不宜等量齐观，一
般来说，关于学术宗旨的批评高于其他层次的批评，
尤其能体现史学理论的新动向。

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例。 关于《新五代

史》的史料价值、纪传体例、文风、史论等方面的批

评固然重要，且有理论意义，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

《新五代史》的书法问题。 这就不能不提到欧阳修

的作史宗旨了。 欧阳修在史学上崇拜《春秋》，《新
五代史》效仿《春秋》笔法，制作义例，书与不书皆有

所指。 然而，到了清代，史学理论的方向已经发生了

明显的转折，义理史学不再被主流学术界看重，欧阳

修的修史理念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钱大昕甚至直

截了当地说：“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
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 无怪乎以严谨著

称的钱大昕会这样毫不掩饰他对《新五代史》书法

的不满。 事实上，在这些对立的评论表象之下，涌动

着的是史学理论的暗流。
第二，对学术宗旨的理解越深刻，则批评越有

效，理论价值也就越高。 反之，不明白或不从学术宗

旨出发而作出的批评，则可能沦为无效批评。 顾炎

武与好友李因笃之间关于《资治通鉴》的对话，为理

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李因笃长于文，故
有“《通鉴》不载文人”之论，这看似击中了司马光的

要害，实际上却是强人所难。 顾炎武深知《资治通

鉴》之宗旨“本以资治”，也就不以它缺载文人而为

憾事了。 一部史书无论卷帙多么庞大，也无法囊括

全部的历史，若一味追求面面俱到而不突出修史宗

旨，则难逃史料拼凑和毫无章法。 作为一部帝王政

治教科书，《资治通鉴》在北宋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出

现，以“资治”为要义，于人物和史事上自然有所选

择。 李因笃的批评没有考虑到《资治通鉴》的撰述

宗旨，所谓“《通鉴》不载文人”也就成为一条无效批

评了。 相反，王夫之对《资治通鉴》作出了大量的有

效批评，理论色彩十分突出，这不能不归因于他对

《资治通鉴》的宗旨具有深刻领悟。 倘若王夫之不

深谙司马光之宗旨，仅仅是对《资治通鉴》所载史事

作具体评论，则《读通鉴论》的史学理论价值将大打

折扣。 可见，史学批评的有效性与对评论对象学术

宗旨理解的深浅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学术宗旨鲜明，批评往往犀利，但也易于

走向偏颇、武断，即便是一流的史学家也不能例外。
上面提到的郑樵批驳班固和章学诚批评考据派即属

此类情况。 郑樵关于“会通”的理论不可谓不高明，
但在他的笔下，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创者班固成了窃

书之贼、浮华之士。 他一味指责陈寿、范晔以下的史

家沿用班固的断代史体例，但却没能深刻分析后世

史家为何如此。 倘若班固真的一无是处，何以东汉

以降的史家竞相效法呢？ 郑樵大概也感到费解，只
能说一句“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
速罪辜”。 在这个问题上，郑樵的论述就显得苍白

无力，甚至是错误的。 更有甚者，郑樵把司马迁比作

龙，而将班固斥为猪，言辞几乎不堪入耳目。 同样，
在上引章学诚为郑樵所做的辩护中，辩词十分精彩，
但他把驳郑者比作“猵狙”和“群怪聚骂”，称考据派

因少见故而多怪，就不能不说是有失分寸、流于表面

了。 与章学诚同时期的疑古史家崔述，关于诸史的

批评也是得失兼有、是非杂糅。 崔述的疑古辨伪成

绩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以“六艺”为考信的准

则，在他眼中，不仅先秦诸子“诬圣贤”，《史记》等书

也“旁采卮言，真伪相淆”，而且《通鉴外纪》更使“圣
贤之诬遂万古不白”。 这就有些夸大了。 倘若圣贤

之诬真的已万古不白，那么崔述又何以能够“维护

儒家经典的纯洁性”。 崔述甚至认为与其不知所

择，还不如孤陋寡闻，这也是比较片面的看法。 如果

仅将此归咎于批评家的学养浅陋或知识偏见，是缺

乏说服力的，或者说把问题简单化了，这其中起根本

作用的还是批评家的学术宗旨。
学术宗旨是史学批评的理论出发点和立场所

在，对于批评的价值取向和感情倾向具有直接影响。
鲜明的学术宗旨是一柄双刃剑，它让批评者形成了

明确的评论标准，但也会构成难以逾越的理论障

碍———凡与其宗旨不合者，多在被弹射之列，而被批

评者的合理性却被遮蔽了。 对于这类极高明而又有

破绽的史学批评，研究者当作何处理呢？ 首先应保

持高度的警惕，不可随其批评坠入偏执。 其次，既提

炼其批评中蕴含的理论，又指出存在的问题，不因其

高明而无视缺失，也不因其疏漏而一概摒弃。 而面

对相互矛盾、对立的批评时，研究者又须探究批评背

后的宗旨，才能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并有所鉴别

和判断。
消弭宗旨的批评既无可能，亦无必要。 问题的

关键在于，宗旨总是随着时代变迁和学术革新而变，
其间有渐变，有剧变，有回归，有突破。 研究者能否

总结、洞悉、阐释这些变化，并对产生于特定时代和

学术氛围中的史学批评作出准确和深刻的评论，这
关乎能否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演进作细致的考察，并
指引当代的史学批评与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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