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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学术述评·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崔 志 海

摘  要：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革命史范式、现

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与

市民社会理论等，一方面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分析工具，从不同方面丰

富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些范式的

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也各有其局限。对于这些范式，我们

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吸收各研究范式所长的基础

上，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和完整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唯物史观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中国中心观

范式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不

像自然科学那样缜密，以一种范式取代另一范式，而是呈现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

因此，对于是否可以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概念和范式转换理论引入社会科学

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学界尚存不同意见。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S. 
Kuhn）对范式所下定义是：“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

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

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

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A根据这一定义，中国近代史研

究无疑亦存在类似范式现象。中外学界所说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

       承蒙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A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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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范式、“中国中心观”取向、“社会—国家”范式等，很大程度上符合库恩的

范式定义。这些范式从不同视角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

更新和深化，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但另一方面，这些范式又都有其局限性。围

绕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问题，中外学界已作了大量讨论。既往讨论多数是站在一种

范式的立场上批评另一种范式的缺陷。A本文在以往学界讨论的基础上，结合笔者

多年思考，就各种研究范式及其内在关系作一综合回顾和反思。

一、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形成于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 年初版）、范文澜

的《中国近代史》（1947 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 年初版）

为代表，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革命史范式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

潮”、“八大事件”的历史叙事体系。所谓“一条主线”，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强

调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谓“两个过程”，也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

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B所谓“三次高

潮”，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第

三次为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指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

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C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 30 年里，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是在这一革命史范式下展开的。

革命史范式所构建的这一叙事体系，固然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

矛盾，为近代中国革命研究指明了方向，但就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来说，它本质

上是一个政治史体系，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全貌。尽管在构建这一叙事体系

过程中，无论是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 1 版、1979
年第 2 版），还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 4 册（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 1 版、

1979 年第 2 版）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 4 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抑或十年“文革”之后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如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的

 A   国内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详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

（《史学月刊》2014 年第 6 期）一文，兹不赘述。

 B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32 页。

 C   这一叙事体系以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该著自 1973
年作者着手撰写，至 1981 年付梓出版，发行量多达数百万册；之后，该书多次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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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编写小组编《中国近代史》、A苑书义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B吴

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 C等，为避免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单纯的政治事件史，

都在著作中添加一些有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但受制

于革命史范式，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从属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叙事，或为点缀，占

很少篇幅，并不足以改变其重政治而轻其他的倾向。并且，站在革命立场上，这

一叙事体系将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简单化，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是

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忽视

对革命对象即国内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研究，忽视制度史的研究，忽视阶

级和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忽视了历史的多面性。就政治史研究来说，也是

不够全面的。此外，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上，这一叙事体系不是以社会形态

作为划分依据，以 1840—1949 年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而是选择 1919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这也是不够科学的，不利于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

事实上，对于革命史叙事体系存在的不足和局限，主张革命史范式的李侃等

一批学者进行了深入反思，在论及所著《中国近代史》时，他们直言不讳地写道：

“以往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在正确地强调反帝反封建斗争

的同时，却对中国近代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反映不够，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

历史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在强调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时候，往

往忽略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时

候，往往忽略了诸如人口流动、自然灾荒、城镇乡村、风俗习惯等社会问题；在强

调变革与革命以及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内部

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局变化等。而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和思

想文化问题，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新陈

代谢，息息相关。”D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

范式有了重大修正和改进。革命史范式的第一个改进是，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改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早在 50 年代就有学者

 A   该教材最初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

大学历史系编写的试用教材，出版后受到高等院校历史系的肯定，经过 1979 年、1982
年、1993 年三次修订，至 2004 年出版第 4 版时，已累计印行 100 余万册，是国内大学

历史系较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之一。

 B   该著分上中下三册，由人民出版社于 1981 年、1986 年、1988 年依次出版；2007 年修

订再版。

 C   该著分上下两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1982 年、1983 年相继出版。

 D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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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 1949 年，但这一历史分期最终在 80 年代之后才得以

调整。这一修正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的变动，它对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

展具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方面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旧民主主义革命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做法，代之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中国近代

历史分期的依据，更为科学；另一方面消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

者之间的人为割裂，保持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完整性，并由此推动了国内民国史、

抗战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融合。A

革命史范式的第二个修正是对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点作了反思，反对

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公式化，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

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

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对于改良与革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

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势力的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

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

化是我们所不取的”。B

革命史范式的第三个改进是在坚持反帝反封建历史主题的前提下，承认现代

化、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明确表示“中国

近代的历史运动，归结起来是一个民族运动。整个民族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要

求改变社会落后，实现近代化的过程”；C“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

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

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

显然是很有意义的。”D

革命史范式所作的上述三点修正，适应时代和学术的发展，为这一范式注入了

新的活力。2012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E就对革命史范式的上述三个改进有所吸收。该书

不但根据社会性质以 1949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并且部分吸收了现代化范式

的观点或意见，将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列入第三章，作了充分

 A   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民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详见张静、李志毓、罗

敏著《当代中国民国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和王士花、周

斌、黄道炫著《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的介绍。 

 B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C   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D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E   该教材由首席专家张海鹏、杨胜群、郑师渠主持编写，参加撰写和统稿工作的有来自国

内各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24 位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该教材作为国内大学

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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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其在“导论”中明确表示：近代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任务不是相互独立、

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如何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成为考

验中国近代各种社会力量、政治派别的试金石。再者，该书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

同时，摒弃了简单化、教条化倾向，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人与事，不再根据阶

级划分或党派立场，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做到有褒有

贬。最典型的是，即使在涉及国共两党的历史问题上，也不完全站在党派的立场上

扬己抑彼，而能做到客观、公正。对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能够恰如其分

地予以评价，指出：“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

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A

在中国近代史众多叙事体系中，革命史范式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

质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所构建的反帝反封建叙事体系，很大程度反映了近代中国

历史与既往历史的区别，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本质，迄今仍然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

力的历史叙事体系。对此，即使是一些反对革命史范式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其合理

性。如中国现代化史专家罗荣渠就表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

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

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

史研究的最佳视角”。 B但另一方面，由革命史范式主导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基本

属于政治事件史的叙事体系，不足以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貌。并且，这个叙事体

系由于过于革命史化，难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或绝对化，在诸如有关中国近代革

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主战与主和以及各阶级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上，导致

一定的认识偏颇。因此，革命史范式一直以来也受到其他范式的质疑和挑战。

二、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与革命史范式不相伯仲，也形成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

资产阶级学者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 年初版）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1938 年初版）为代表。其产生背景是要为当时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寻找中国的

发展道路。他们认为，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

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中世纪”，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

现代社会和国家的转变。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冲击—回应”模

 A   《中国近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6 页。

 B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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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因此，

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他们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

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两种不同文化、不

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对于

近代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

标，因此推崇改良、否定革命。A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现代化叙事体系作为资产阶级唯心史学遭批判、被摒弃，

在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销声匿迹。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史开端——鸦片战争史的

研究上，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这一历史定位刻意回避，讳莫

如深。如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在 1942 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中比较突出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自序”的开头写道：“中英鸦片战争（1840—
1842）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近人讲述中国近代史者大部从鸦片战

争讲起；因为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这

个古老帝国如梦初醒地感觉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和

‘船坚炮利’的可畏”。B但到 1955 年再版时，他就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鸦片战

争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只强调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开端。他在

“前言”的开头写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次战争是以英

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

国被套上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开始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也从此担负起反对资本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

压迫的双重任务，中国革命第一步的准备阶段也就从此开始。”C从这一史观出发，

国内学界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鸦片战争史研究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认为其突出

的问题是无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是根本不提或轻轻地一笔带过，就是把人

民的这种斗争看作是盲目‘排外’的有害举动”，只是“在写王朝的历史，不是写

人民的历史”，“完全抹煞中国人民普遍自发的反侵略、反投降英勇斗争的伟大意

义”。表现在晚清改革史研究上，有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端之称的洋务运动被视作一

场反动的运动；清末新政被视为“假维新，伪变法”，遭到全盘否定。D

 A   有关国内现代化范式的产生，可参见欧阳军喜《20 世纪 30 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

较》（《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及李怀印著《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

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B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自序》，贵阳：文通书局，1942 年。

 C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前言》，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 年。

 D   详见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史林》2016 年第 5 期。有关这

一时期国内学界对晚清改革史的研究，详见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

（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的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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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同样受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现代

化范式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形成两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代化范式。一派

以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及少数西化派的中国学者为代表，他们沿袭蒋廷黻

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这一派学者一方面根据西方现代

化历史与理论，将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文明看作完全对立的两极，既忽视中国古

代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内在的活力，也忽视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变异性和

差异性，采取一种典型的“传统—近代”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凡是近代的和西方

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传统和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A同时，他们还从现代化史观

出发，将革命说成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以改良主义否定近代中国革命的必要

性和合理性，认为“近代中国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放弃了梁启超那种调适

性的现代化取向，而采取了革命论的转化思想”，“中国革命几近一世纪，革命固有

所得，但代价太高，尤其以革命换取贫穷最为不值”，“二十世纪的历史已证明，理

想型政治大革命常使生灵涂炭，缓慢渐进但稳重的改革理论才符合时代需要”；B

他们甚至以现代化否定中国近代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以近代上海、香港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历史为例，将殖民地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

“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尤其

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得不到发展”。C这一派学者的研究将现

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完全对立起来，全盘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姑且可

称之为“西化派”。

另一派学者对“西化派”现代化范式有所纠正，认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的两

极，“传统因素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所在，对此

既不可简单地视为对立物而予以全部抛弃，也不可笼统地称之为优越性而给予全面

弘扬，而是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们也不排斥革命，表示“反帝反封建的改革

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

这派学者还强调现代化范式符合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在研究中国现

代化的历程时，既要采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也要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特

别是关于资本主义扩散、殖民主义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社会形态

 A   有关国外学者的这一学术派别，详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

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一书中的相关介绍和讨论。

 B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

刊》第 70 期，1994 年，第 11—13、196 页。

 C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北京：改革出

版社，1998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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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 A这一派主要是国内一些研究中国

现代化史的学者，姑且称之为现代化范式的“修正派”或“本土派”。

相对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重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

程、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主题，确乎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在某些方面可补革命史范式之不足。但现代化范式存在的局限也是显而

易见的。姑且不论“西化派”的现代化范式因其严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已被国内学

者所摒弃，即使“修正派”或“本土派”所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也同样存在严

重问题，不足以反映和揭示中国近代真实历史进程。一则“修正派”或“本土派”

构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并没有摆脱这一范式固有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尽管他

们口头上表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两极，中国自有其国情，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

依然完全以西方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作为坐标系，与“西化派”并无两样，即认为

“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B就此来说，

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都有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批评的“线性”历史观的毛病，

都带有目的论倾向。

二则“修正派”或“本土派”主张“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C这一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唯物

史观。生产力确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长时段考察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用以揭示

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但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至

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D并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指出“我们一

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E“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

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

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F并且如所周知，在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一个缓慢过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事不问具体历史发展阶段，都以生产力和经

济发展为中心，只能是刻舟求剑，无法求得历史真相。诚如笔者在以前发表的一

篇文章中所说：工业化自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重要主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始终低度发展，工业化始终有待非经济因素问题的解决来为自

 A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 1 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
18、22 页。

 B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233 页。

 C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 102 页。

 D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0 页。

 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39 页。

 F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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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发展开辟道路，什么时候民族问题、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得到解决，

什么时候工业化就得到相应的发展。A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我们

不能只讲生产力这一根本动力的作用，而不讲阶级斗争这一直接动力的作用，两

者是不相排斥的。不顾中国近代历史实际情况，只讲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

力，依样画葫芦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是无法揭示和反映中国近代丰富

历史内容的。

再者，虽然“修正派”或“本土派”口头表示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革命，也不

排斥阶级分析方法，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还是被遗忘、

被淡化了，诚如张海鹏所批评的：“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

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

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 B对于“修正派”和“本土派”

在现代化历史叙事中存在的这种“言而不实”的现象，倾向现代化范式的美籍华人

学者李怀印也直认不讳，并将之作为优点加以肯定。他在学术史回顾中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 3 部现代化史代表作——章开沅和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

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

《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及胡福明主编的《中国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年）为例，指出这些著作“都

没有重复主导革命叙事的马克思主义表达。这些书的作者，要么忽视或淡化共产党

革命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要么将其重新诠释为一种民族主义”。 C事实上，不

只上述 3 部著作，后来出版的现代化史著作不同程度都存在此类问题，这是由现代

化研究范式的内在局限所决定的。

有鉴于现代化范式实际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显然不能以

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围绕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何者更为科学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突出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

主题，两者是不相排斥的。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

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

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但在如何实

现超越上，并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加以解决和落实。并且，由于这两个范式各有其固

有或共通的缺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们预设的目的论倾

向不但将许多历史排除在研究之外，并且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方面表现出以各自

 A   崔志海：《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问题的再思考》，《学术研究》1992 年第 5 期。

 B   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 年第 6 期。

 C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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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见之明看待过去的历史，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之虞。因此，仍然需

要运用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

“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取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对立范

式。其中，“冲击—回应”范式盛行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界，以费正清为

代表。其背景是要为冷战初期的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中西关系提供历史和

理论依据。这一派学者强调外部因素对近代中国产生的正面影响，认为中国的进步

都 “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直至 19 世纪中叶遭受西方列强

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缺乏内在自我革新和发展的动力和活

力，只有在遭遇西方的冲击之后，中国方面才产生回应，出现一些重大变革和进

步，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因此，近代中国历史“只有放在与西方接触

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A并且，这一派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回应迟缓，没有成

功走上西方近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格局的惰性和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

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B可以

说，“冲击—回应”范式构建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体系与“西化派”现代化范式在

许多方面有着共通之处，是现代化范式的另一种表述——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看作

对西方冲击进行回应的过程。

“冲击—回应”范式构建的历史叙事，强调外部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应该

说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历史与既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强行卷

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就此来说，它与革命史范式中有

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矛盾的论述有一致之处，但

“冲击—回应”范式否认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将列强的冲

击看作近代中国进步的动力，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符合

历史事实的，一些学者批评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研究范式，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样，

“冲击—回应”范式强调中国传统和内部惰性力量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阻碍作用，也

 A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New York: Atheneum, 1970, pp.1-3. 有关美国这一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著和代

表作，详见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结合》（《历史研

究》1993 年第 5 期）、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

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以及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

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论著的相关介绍和论述，兹不赘述。

 B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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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毫无根据，它与革命史范式中有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矛盾的论述也有一致

之处。但“冲击—回应”范式由此完全无视中国传统和内部的活力，将中国的落后

完全归咎于内部的各种惰性和破坏力量，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开脱责任，表示

“中国的变革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

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

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 A同时否定中国革命的合

理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将英美等列强在中国获得的治外法权看作“是我们今天称

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B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表现出来的是意

识形态的立场问题。

可以说，在美国和西方学界，“冲击—回应”范式存在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

“西化派”现代化范式如出一辙，都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它们虽然

是一种学术研究，但背后都具有意识形态成分，即在冷战期间为美国为首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国家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干涉提供历史依据，将近代西方社会

当作各国楷模，希望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标准实现

“现代化”，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迫使所有非西方不发达国家都接受

西方的社会制度，“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

释”。C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一研究范式时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的。

除了意识形态色彩之外，“冲击—回应”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还存在美国

学者柯文所说的其他一些局限：诸如由于其只强调外部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因此研究重心聚焦于通商口岸等最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地带，而忽视了未受西方冲

击影响的中国广大腹心地带；在讨论西方的冲击时，他们误将西方当作一个静态

的整体；在讨论中国的回应时，又误将许多针对中国内部的回应当作对西方的回

应，并忽视中国在回应过程中所作的自主性选择；等等。总之，“冲击—回应”范

式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他们在暴露中国近代历史真实一面的同时遮

蔽了历史的另一面。

“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是柯文对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学界中国近代史

研究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所作的概括。D其产生背景是，受美国发动越战失败的

影响，一些美国和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反思中西关系和历史。这一派学者批评“冲

击—回应”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帝国主义论”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论”思

 A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迁》，第 446 页。

 B   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2—3 页。

 C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55 页。

 D   有关这一研究范式的相关学者和研究成果，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

在美国的兴起》和陈君静《太平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五章的相关介绍，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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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足以揭示近代中国真实历史，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

窄的死胡同”。他们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强大变革力量，提倡从中国内部发现

历史，超越传统与现代，加强区域史、地方史和下层社会史的研究，不仅把近代

中国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

部演变的产物”。为克服西方学者以“他者”或“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近代中国

历史，这一派学者还建议采取“移情方法”，“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
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以“局中人”身份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

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

国的过去”。A

“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作为“冲击—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因

素和“局中人”的角色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为观察

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但“中国

中心观”取向显然矫枉过正，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夸大了中国内部

因素的活力和影响力，夸大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同

样不足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事实上，柯文本人在大力提倡“中国中心观”的同

时也意识到这一研究取向的偏颇和局限。他在其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

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序言”中就声明：“我的主张并不是认为西方的实

际历史作用不重要，而是认为和其他因素相比，这种作用被夸大了，而且往往被

错误地加以陈述”。其后，柯文在 1996 年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和

2003 年发表的《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两文中对其主张的“中国中心观”

也多有修正，承认“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存在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导致新的扭

曲”及“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承认有关近代中外比较研究、近代华人海外移

民研究等，都是“中国中心观”取向不能适用的；承认近代中国历史是内部和外

部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承认“局外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虽然

存在曲解历史的负面效果，但同时“还起了阐明和启发的作用”。B因此，在研究

 A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41—59、170—211、247 页。

柯文认为“中国中心观”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

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

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第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

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

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第四，“热情欢

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

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见该译著第 201 页）。

 B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 227—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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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历史中，我们不能盲目套用“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将之绝对化，只

重视中国内部因素，而忽视外部因素。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冲击—回应”范

式和“中国中心观”取向各有其可取和偏颇之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相互

补充的关系。A

再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中心观”的取向也没有从根本上破除西方学

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偏向。柯文提出的“移情方法”，固然一定程度可

以让一些西方学者从“局外人”转变为“局中人”研究中国历史。但如所周知，

无论局中人还是局外人，中外学者都需要以某种理论或方法指导自己的历史研

究，并且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这也是柯文所说“中

国中心观”的一个特点。虽然柯文严厉批评西方学者运用近代化理论阐述近代中

国历史犯了严重的“西方中心论”的毛病，但他忽视了将西方人类学、政治学等

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不谨慎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在下

文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我们可清楚看

到柯文“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的愿望是

如何落空的。

要之，“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作为两种对立的范式，实则是统一的

关系。前者突出外部因素的影响及近代中国历史的断裂和非连续性，后者强调中

国内部因素的作用以及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它们都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

真实的一面。因此，任何将这两种研究范式对立起来的做法，或者以一种范式取

代另一种范式，都是不可取的。“中国中心观”的主张固然在某些方面可纠正“冲

击—回应”范式的“西方中心论”偏向，但要真正破除“西方中心论”偏向，关

键还是要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非“中国中心观”取向所能解决。

四、“社会—国家”范式与市民社会理论

“社会—国家”范式作为“中国中心观”取向的一个具体化，运用西方“市

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从社会与国家互动角度，探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与演变，无疑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

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宏

观的研究视野”，不失为“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B

 A   按：本人在《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一文

中，曾对美籍华人学者张灏采用“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多加肯定，这是相对于列文

森的梁启超思想研究个案而言，因此，与本文的观点并不矛盾。

 B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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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一范式，中外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诸如近代士

绅与地方精英，城市乡村与区域，商会与近代自治社团，民国自由职业群体，城

市公园、茶馆、报馆，医疗、卫生与环境，慈善组织与赈灾，婚姻、家庭与宗

族，民间宗教与信仰，等等。A近年来学术界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

展，应该说与这一范式的引导不无关系。B但如同任何一种范式运用到历史研究

都有其局限性一样，“社会—国家”范式也不例外。

作为对“冲击—回应”和现代化范式的一种反动，“社会—国家”范式有意

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偏颇，但其采取的“中国中心观”取向又使其研究过于

偏向内部视角而忽视外部因素与影响。“社会—国家”范式对中国近代不同社会

力量之间的关系及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所作的考察和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内部

的活力、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及中国内部历史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国中心观”

取向的优点。但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及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无不深受外

部的冲击和影响，仅从中国内部探讨中国近代社会与国家的演变历程及独特性

是有其局限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建议须将“内部视角”与“外部视

角”加以结合。C 

其次，“社会—国家”范式一方面克服了“冲击—回应”和现代化范式中“西

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但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

将“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倾向。虽然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对此多有纠正，指

出近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国家不同，社会与国家之间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对立和冲

突，多数时候是一种温和互动的关系，但还是没有摆脱这一范式所固有的“社会”

与“国家”二元对立倾向，并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研究中，一般都比较突出社会力量的正面作用和意义，对社会力量谋取独立性、自

主权的活动一般都予以积极评价，而对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行为一般多持负面态

度，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明显价值取向。与此相关，“社会—国家”范式

亦更加偏向于社会史研究，而比较忽视政治史研究，没有将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研

 A   有关这一研究范式的相关学者和研究成果，可参见陈君静《太平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

国史研究历史考察》第六章和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3 年）及闵杰《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10 年回顾》（《史林》2005 年第
1 期）、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

第 4 期）等论著的介绍。

 B   据相关学者的统计，国内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呈快速发展之势，

年均发表的论著不断递增，至 2013 年年均发表论文数量超 500 篇，著作近百部，总计

过去 30 年里发表的论文数量达 5000 余篇，著作近千部。详见李长莉等：《当代中国近

代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82—113 页。

 C   邓京力：《“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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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很好地加以结合。A一些社会史学者对这一偏向甚至明确表示肯定和欢迎，认为

“30 年间中国近代社会史不仅论著数量增多，由研究论文的选题所反映的关注重心

也发生了转移，总体趋势是由政治话语延伸论题转向社会论题，标志着研究重心由

政治附属向社会本位的回归”。B社会史学界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与“国家”、

政治史与社会史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其实不利于说清中国近代社会与国家权力的

演变及其特点。如所周知，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社会是国家产生的温

床，反之国家又是控制社会的机器。因此，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也是有机统一的关

系，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国家权力的演变，研究晚清以来的国家制

度、政策，研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些重要的政治派别，研究一些重大的政治

事件，这些固然属于政治史研究范畴，但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史视野，所谓的制度、

政策、政治派别、政治事件等，说到底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其社会因素

和背景。同样，我们研究诸如仪式、习俗、婚姻家庭、人口等社会史问题，其实也

需要政治史视野。许多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受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

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或制约；而历史上的许多仪式若加深究，它们只不过是

政治的符号化。C

再者，“社会—国家”范式引入西方政治学“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更

是限制了这一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走入偏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是基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而抽象出来的概念。“市民社会”是 16 世纪以来随着市

场扩张和个性解放欧洲国家所出现的与国家相对或者说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综合

体。所谓“公共领域”，它与“市民社会”息息相关，指的是市民社会为对抗武断

的、压迫性的国家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进行交流、讨论、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沟

通场所，诸如俱乐部、沙龙、通讯、出版、新闻、杂志等非官方机构，“使得公众

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D将这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市民社会”和“公

 A   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忽视政治史的偏向，社会史研究专家赵世瑜就有强烈的自省，将之

看作社会史研究中的问题之一，指出：“与传统史学同社会史的关系直接相关的是，政

治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也必须加以重视。当社会史作为范式意义上的政治史的对立物出

现的时候，‘政治’便似乎从社会史研究中排除出去了，尽管少数社会史研究者在他们

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国家制度、权力关系，甚至是政策和政治性事件，但人们往往对此

并不加注意，似乎认为社会史研究是不‘讲政治’ 的，其认识基础在于他们把社会史研

究视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强调与其他分支学科的分工，怀疑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史研

究进行整体研究的可能性。”（详见《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 2005年第1期）

 B   李长莉等：《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第 117 页。

 C  有关国家与社会、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统一关系，可参见拙文《市民社会理论与晚

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3 版）、《晚清国家与社会研

究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 年 12 月 14 日，“学术专刊”）的相关论述。

 D  详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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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领域”运用到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上，不但将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排除在

研究视野之外，还势必以西方历史模式作为认知和评价中国历史的依据，重蹈西方

中心主义的覆辙，不是削足适履，便是郢书燕说。譬如，当一些学者将晚清城市中

出现的一些同业组织、茶馆、清议之风等比作哈贝马斯所说的“市民社会”和“公

共领域”的时候，他们显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忽视了近代中国所出现的

公共领域同强调维护和尊重私域的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的

根本差异。对此，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就曾批评说：“我发现了将哈贝马斯的概念

应用于中国之尝试的不恰当性，因为尽管自 1900 年以来公共空间一直在不断扩大，

但这仍不足以使人们毫不踌躇地肯定对抗国家的公民权力。相反，国家的强制权力

也在持续地扩大，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看来主要是按照义务和依附而非权利和责任

来理解社会存在的。”A

许多中美学者都认识到该理论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不适，有意纠正，如有学

者提出以更为中性的“第三领域”取而代之；B另有学者建议慎用“市民社会”和

“公共领域”概念，只讲“社会与国家”。C尽管学界有这种自觉，但还是难以完全

消除其影响的痕迹。中外学者在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

立，追根究底，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有着直接关系。根据西方政治

学理论，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君主专制和国家体制的对立

物产生和存在，一直被赋予正面意义，被视为维护民主和宪政的进步力量。正如有

学者所说，市民社会“被认为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

的必要的手段，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目的”。D需加注意的是，在推进国家和

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出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

张关系，若加细究，实与“社会”、“国家”二元对立的历史观不无关系。其实，在

看待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破除国家和政府的神话，同时也需要

破除“市民社会”的神话，期待秉持一种理性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态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国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近代史研

究依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但随着该领域许多优秀研

 A   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黄

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 165 页。另，国内学界对“市民社会”理论可

否用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意见。详见闵杰：《近

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10 年回顾》，《史林》2005 年第 1 期。

 B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黄宗

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 260—282 页。

 C   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D   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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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

究成果的相继推出，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则有递减之势。一些研究中

国近代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著只是通过自己的研究，重复着前人的相关观点，缺

少了“社会—国家”范式最初的学术创新性；还有一些社会史研究流于一般的描

述，缺少理论分析和宏观观照，趋于碎片化。就像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任何一种范

式都有其适用范围一样，在经过 30 余年的研究之后，“社会—国家”范式的研究

渐臻成熟，中国近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期待新的范式为其注入新的活

力。为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国内有些学者提出“新社会史”研

究，主张引入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A也有学者呼吁加强区域社会的“整体史”研究，加强“小历史”研究，

以“小历史”研究托起“大历史”研究，并为此身体力行。B这些研究方法和理

论固然可在某些领域深化社会史的研究，但都尚不足以形成一种新的范式指导国

内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难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

要而言之，“社会—国家”范式作为“中国中心观”取向的具体化，一定程度

克服或避免了既往研究范式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革命与改良等

二元对立的困扰，加强了对下层社会和区域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特别是对推进社会史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同时，这一范式不同程度存在“社

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重社会、轻国家，或在注重微观研究的同时忽视对一

些宏观问题的关怀，忽视外部因素与中国近代社会和国家变动之间的关系，其引入

的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不但不适合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且有重陷“西方中心论”

窠臼的倾向。因此，“社会—国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同样存在局限或不足。

结    语

综上所述，每一种范式或理论的推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都

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视角，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

化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带来历史叙事的变革。但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一种分析工

具，这些范式和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生命周期，都有其局限，都在揭示中国

近代历史真实一面的同时，不同程度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以一种形而上学代替另

一种形而上学。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和理论，我们既要肯定和

尊重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同时又不能不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人

 A   详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开放时代》 2002 年第 2 期）、《“中层理论”

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6 期）及《中

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等论著。

 B   详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

店，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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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亦云，丧失研究主体性，而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加以吸收，构建一个更

具客观性、完整性和主体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这个新体系，将不被既往任何一种范式所囿，而是在吸收既往各研究范式之长

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针，

客观、完整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规律，既研究中国近代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演变，也研究中国近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变

化，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研究中国近代国家的演变，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

的演变，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既研究中国近代的阶级矛盾和反帝反封建革命，也

研究中国近代各阶级为寻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所作的各种努力及成败；既研究中

国近代阶级矛盾，也研究诸如家庭、城乡、地域等非阶级矛盾；既研究中国近代反

侵略的历史，也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交往、融合的历史。不问范式，但求历史真

相。换言之，这个新体系既不完全是革命史范式，也不完全是现代化范式或“社

会—国家”范式；既不是“冲击—回应”范式，也不是“中国中心观”取向，而是

在超越既往研究范式上的一个新的综合。

同时，这个新体系在研究过程中，还将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立

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中国近代发生的人和事、思想与制度，既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避免将历史简单化、公式化，破除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

式、“冲击—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传统与现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

立，尽可能还原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既讲外部

因素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也讲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既讲中国传统的惰性，也

讲中国传统的现代性；既讲国家视角，也讲社会视角；既讲人民群众的作用，也讲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既讲历史必然性，探寻历史规律，也讲历史的偶然性和多种

选择；既讲历史的共性和普遍性，也讲中国历史的个性和特殊性。通过全方位的研

究，丰富对近代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认识，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同时实

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这个新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针，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历

史认识上超越既往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最大程度回归历史，揭示历史真相。当然，

构建这样一个新体系，绝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但它无疑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学

者的学术使命，也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作者崔志海，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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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s. However, these paradigms have limitations due to their specific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origins. For these paradigms, we should take Marx’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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