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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阐释中的历史事实和
历史评价问题
———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　 涂成林

广州大学 广州发展研究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一、历史阐释何以可能？

　 　 众所周知，人类进行历史书写的动机，一方面是

为了保存集体的类属记忆，寻求类属身份的认同；另
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书写和评价，搭建连

接过去和现实的桥梁，换言之，“历史研究的根本意

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

指明未来”。 这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交织，既是历

史阐释学的价值体现，也是历史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写道：“历史要求对过去的事实

进行选择和整理，这必定包括解释的因素。 没有这

种因素，过去会衰减为一堆大量的、孤立的、毫无意

义的事件，历史也就根本无从写起。”他还强调：“只
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

连贯时，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可见，对历史学家

来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也决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上

的差异，而是如何着眼于现在去建构和阐释过去，以
寻求过去对现在的价值和意义。 卡尔指出：“假如

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

历史学家。”就此意义而言，人类的历史阐释是因为

有了现实的观照和介入才被赋予了价值，而人类的

现实关怀则因为有了过去的积淀和阐释才产生了历

史的厚重感。
思想大师们对历史阐释有过许多论述。 在黑格

尔看来，人历史阐释的目的就是揭示隐藏于历史中

的“绝对精神”，揭示人类历史从开端（东方）到终点

（西方）的运行轨迹。 马克思指出，“经济的社会形

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历史阐释的

任务是认识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自然属性与客观规

律，服务于人类自身解放的目的。 克罗齐说过“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历史研究应立足当下

的问题意识去阐释过去，应回答时代提出的现实问

题。 在柯林伍德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

任何历史事实的背后都隐藏着鲜活的思想，历史阐

释的目的是揭示繁杂历史事实背后的人的思想和动

机。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总在

不断演变进化，总会不断被重构、被超越，因此，历史

阐释就是“对过去和对现时的认识，是对‘已经发

生’的和‘正在进行’的演变的认识”。
思想大师们的表述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涉及历

史阐释中的主体和客体、过去与现在、历史写作与现

实关怀的关系，其共通的主旨都是：历史阐释并非对

过去事实的简单复写或再现，而是与研究者所在的

现实环境、价值取向和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是纯粹自然地呈现出来的样

子，而是经由历代史学家们的描述、阐述或建构而形

成的历史镜像。
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人类经验遗存和集体记

忆中，只有引起历史学家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和记

忆，才会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在引起历史学家

的兴趣之前，这些经验遗存或集体记忆充其量只是

从属于“自然界”的某种东西。 卡尔认为：“事实并

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他们能‘为自己说

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

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事实。”
这就表明，历史从来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被发

现、被阐释和被建构的。 历史不仅被同一时期不同

的历史学家们所阐释、所建构，也被不同时期不同历

史学家们所继续阐释和建构，由此形成历史学的当

代形态。
历史阐释既是指历史阐释的过程，也是指历史

阐释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顾颉刚提出了

“历史层累说”，认为历史学乃是不同时代的历史学

家不断地参与书写、累积与叠加而形成的结果。
由上可见，人类的历史书写既是被发现、被阐

释、被建构的过程，也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共同

参与、相互作用和对立统一。 因此，要构建历史阐释

学，首先需要厘清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相互作用

和对立统一关系，这是历史阐释学建构的“本体论

视域”。 一般说来，历史主体是指参与了历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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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或决定了历史阐释结果的那些构成主体，包括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广大的人民及作为中介的

历史学家等，他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历史主体。
当我们追问历史是由谁来书写的时候，往往发现历

代史家在“秉笔直书”之时，既不能摆脱其所在时代

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也不能罔顾当时社会的底

层民意和社会舆情。 历史的书写固然受制于个人志

趣和生活经验，但更要满足所在时代统治阶级的需

要和社会大众的意愿，广大的人民并没有在历史的

书写中缺场。 一方面，历朝历代的正史文本与民间

口述史文本相得益彰，难分伯仲，共同构成历史书写

的基本资料；另一方面，在不断发生的对历史事实的

再认识与再评价中，广大人民的意愿往往是份量极

重的考量。 至于历史客体，则是指历史主体所面对

的各种历史事实，包括历代官方文献、民间口述、历
史遗址以及非遗民俗等，历史客体作为被阐释的对

象，具有第一性，是构成历史阐释的前提。 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第一次明确了历史客体的客观性和第一

性，不仅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设限，而且为人类历史

阐释的过程立法。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从来不是也

不可能是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客

体的客观性存在既有助于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作

用，也可以防止历史阐释的随意性。
其次，要建构历史阐释学，也要考察历史事实、

历史逻辑和历史价值三个基本要素，可以称此为历

史阐释学建构的“认识论视域”。 首先要明确，历史

事实、历史逻辑、历史价值既是历史阐释层面的同构

概念，也是对历史认识的序差递进概念。 历史事实

是指历史上通过文献、口述史、考古等呈现出来的

“真实的过往”，但并非所有“真实的过往”都能进入

历史学家的视野而成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事

实”。 历史逻辑指的是从杂乱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和

揭示的历史本质和规律，它使杂乱的历史事实变成

客观的、有序的存在。 从杂乱无章的“真实的过往”
到历史学的历史事实、从表面的历史现象再到深层

的历史逻辑，这既是历史主体作用于历史客体的认

知过程，也是历史规律被发现、被揭示的过程。 历史

价值是人们关于历史的进步与落后、善与恶、好与坏

等的价值评价。 历史阐释不仅是历史主体对历史客

体的认知，也是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评价。 人类

历史书写的目的与归宿就是构建历史价值观并进行

历史评价。
最后，要建构历史阐释学，还要寻求历史事实和

历史评价的内在张力的平衡点，这是历史阐释学建

构的“方法论视域”。 揭示历史事实的逻辑与规律

是历史认知和历史书写的目标，但历史书写既然是

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主动的逻辑建构，也必定同

时伴随着对历史事实的价值评价。 换言之，历史主

体在发现历史事实的逻辑与规律的同时，也必定对

历史事实做出善恶、好坏、进步落后的价值评价，这
既是历史阐释的基本目标和内在张力，也是历史主

体为什么在历史客体面前难以保持“价值中立”的

原因所在。 卡尔曾说过：“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

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

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别人或许把这

种观点称之为偏见。”卡尔所说的“观点”就是价值

评价，不仅有同时代不同历史主体的价值评价，而且

有不同时期的历史主体对相同的历史客体的历史评

价。 人类在历史评价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同时

性”差异和“历时性”差异，个中原因主要是历史价

值观的变迁，这也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之间

的内在张力。 人类若要形成历史的共识，构建共同

的历史，寻求历史阐释的最大公约数，就必须努力平

衡这种张力，形成历史价值观和历史方法论的共识。

二、历史评价中的历史事实之锚

　 　 历史认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历史主

体从浩繁的历史事实中梳理逻辑联系，揭示发展规

律，这是历史逻辑的建构或曰历史观的范畴，是历史

阐释的客体性维度；二是历史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

选择对历史客体做出道德评价或价值批判，这是历

史价值的建构或曰历史价值观的范畴，是历史阐释

的主体性维度。 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的分野，确定

了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不同取向，成为构建历史

阐释学的基本内容。
历史阐释的客体性维度或客观性维度，主要是

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事实性判断。 从古希腊的希

罗多德到近代的兰克都非常重视“如实直书”的史

学传统，形成了系统的历史理念和操作方法，试图以

“如实直书”来构建历史学的科学性。 这种史学传

统在近现代遭到广泛的挑战。 其一，历史本身的遮

蔽性和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往往使百分之百的“如
实直书”都未必能描述出真正历史的全貌；其二，历
史学家的个体限制（个人志趣、生活经验、价值取向

和生命限制等），也使任何历史书写都不得不带上

个体选择的痕迹，使历史学具有历史学家的个人特

色；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类进行历史书写的

目的，并非是为了再现人类有限史料所描述的过去，
因为并没有人真的愿意留在过去或者回归到过去的

生活。 人类历史书写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发现历史

的逻辑，寻求历史对现在的意义。 所以，马克思唯物

史观一方面坚持“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

当从哪里开始”的原则，将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

摆在历史书写的基础性与第一性的位置；另一方面，
马克思也强调，历史逻辑并不是拘泥于杂多历史事

实的描述，而是从各种历史现象中概括出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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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寻求人类

自我解放的道路。
历史阐释的主体性维度或主观性维度，则是历

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价值性判断，是一种道德判断

或价值批判。 但无论是客体性维度还是主体性维

度，都必须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为前提。 其

一，任何历史评价都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历史逻辑的客观性基础上，没有历史事实和历史逻

辑的存在，历史评价就失去了根据和前提；其二，历
史评价过程往往是多元历史主体介入和参与的过

程，既包括个人、阶级、政党，也包括民族、国家等，历
史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历史评价的多元化，体现了

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互动作用和历史评价的差异

性；其三，历史评价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
随着历史价值观自身的演变，也会影响和改变过去

的历史评价的结论，充分说明人类的精神产品一旦

成型为波普尔所说的“世界 ３”形态，也有其相对独

立的演变轨迹，对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发挥共振

作用。
这里要对多元历史主体介入历史评价的情形稍

作详述。 从主体本身的属性及其影响方式不同来

看，不同的历史主体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

种类型是以国家或集团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主体，如
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等，主要是以集体意识形态和

主流价值侵入的方式对历史评价产生影响。 第二种

类型是以个体或团队、流派等形式存在的历代史学

家群体，他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创造者”的
双重身份在历史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种类型

是人类历史地传承下来的历史价值观体系，包括研

究历史的基本理念、思维范式和操作技艺，形成了自

成一体、历代传承的“世界 ３”的精神产品，对人类历

史认识和历史评价也会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较之于揭示历史逻辑的客体性维度，主体

性维度是人们依据特定的价值尺度对历史事实、历
史逻辑的主观性评价。 人们往往使用善与恶、进步

与落后、道德与人性这样的抽象字眼，追问历史进化

的合理性、历史进步的必然性等形而上问题，并基于

历史必定是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理念对历史事实、历
史逻辑进行规范和评价。 在马克思看来，对历史的

道德判断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

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因为人类“真实的过往”和历史

发展的进程，并不会因为道德批判和价值评价而被

消解掉，相反却因为“被评价”而自证其客观的存

在。 马克思在评价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统治的后果

时，就贯彻了历史评价和价值评价相一致的原则。
在他看来，不论英国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是被多

么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不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给印

度人民带来了多大的悲伤，但英国“毕竟是充当了

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客观上推动了印度社会向

前进步。
布洛赫曾对兰克史学提出的“首先，什么是公

正无私的历史？ 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

是分析历史？”的质疑显然触及历史学的“命穴”：历
史学只能以有限的人类物质、非物质遗存为基础，很
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细记录、反复试验；在历史书写

只能是人的书写、历史事实只能由人来筛选的前提

下，历史学家必定会受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主流价

值、个人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的将来，历
史学还难以提供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绝对“真实”，历
史的真相犹如康德的“物自体”一样只能一步步趋

近而不能最终达到，“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历史学家比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判断；今
天的历史学家比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

于客观判断”；此外，历史学的理念、语言、范式、技
术都还在争论之中，没有一个公认的模式，诚如美国

历史学者海登·怀特所言，“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

域仍然没有普遍公认的分析形式，没有可供交流发

现的语言，也没有用来确立其发现之真理的概括化

和证实技术”。 凡此种种，都说明历史阐释学所面

临的挑战之多、建构之难、前途之远。
即便如此，我们仍可确定历史阐释学的一个毋

庸置疑的前提，那就是：任何历史评价都须以历史事

实的客观性、真实性为基础，这是历史评价的“航船

之锚”和“定海神针”。 尽管历史评价中确乎存在多

元主体、多元价值等主观性因素，但这种主观性是以

历史事实为基础并受到历史事实制约的主观性；历
史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有效地控制了历史主体的

活动范围和能动作用，确保人类的历史书写不会沦

为“百依百顺”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如果历史评

价变成了脱离历史事实的随意阐释，那么历史学就

失去了其作为人文科学的名分。 如果历史评价中缺

失了历史事实之锚，那么历史学这艘小船就会随风

漂泊，容易倾覆。
在客观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同的历史主体可以

做出相同的事实判断，这说明历史确有统一的“事
实”标准可言。 因此，在历史阐释中，必须坚持把历

史事实的客观性作为第一性的首要原则，把历史评

价摆在第二性的位置。 只有在对历史事实的判断确

定无误的前提下，对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才会得以

展开并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人类在追寻历史真

相、揭示历史规律的旅程中，有时还须将自己的价值

评价暂时搁置起来或悬置起来，尝试进入某种“价
值中立”的状态，在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得到

确认之后，再将悬置的价值评价置于历史阐释中，从
而获得历史的完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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