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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 Qichao is one of famous Chinese historians in modern China; he was not only devoted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research, but he began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theory in the aspect of history
in the early years and wrote a lot of the works of history theory.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vie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theory and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heory system.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which he taught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1921 i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n historical view. On the basis of predecessor’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works of
Liang Qichao, later evaluation and researching works, the article associated with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ttempts to analyz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in features and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oday and reveals Liang Qichao’s uniqueness of insights about
definition of historical date, historical date’s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realistically reflects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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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本人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很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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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探讨分析，写出了大批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梁启超的史料观是其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且贯穿其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其中他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详尽阐述
其史料观的代表之作。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梁启超本人相关著作、后人的评价与研究著
作等文献，重点结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深入分析梁启超的史料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特征
以及对今天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揭示梁启超对史料的定义、史料的收集与鉴别等问题的独特性见解，
实事求是的反思总结梁启超史料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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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关于梁启超本人和生平贡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亦
不缺乏，但从史料观方面去分析却不多见亦或者并不深入。国内外研究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国内学者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来新夏的《当代学者文史丛谈：依然集》等书都高度评价了梁启超
对近代史学理论的贡献，认为他“自觉承担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职责”，其书是“能引动人们心向往之
的奥窍所在”[1]。桑兵，於梅舫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录的日本学者桑原陟藏<读梁启超的《中国
历史研究法》>一文，肯定梁启超史学理论方面贡献的同时，重点批判其在写作中“关于国外和国内相关
的记事上缺乏深入研究仔细考证的不妥当之处”[2]。除上述著作外，相关期刊论文中徐风兰的硕士论文
是对其两部书成书情况、体例方面、史学观等做简单的比较虽然提及史料思想但未展开论述，颜娜则是
从哲学层面分析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和历史因果关系。周文娟偏重总结梁氏《中国历史研究》在现代教育
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这些文章或笼统进行两者比较，或就其史学思想、历史教育思想上研究。而周妤
对梁启超的史料观相对客观但未结合其书深入分析、冯敏燕仅从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分析梁启超的史料思
想，后面提及的这类文章对史料观某一方面有所涉及，缺乏系统的概述。
综述所述，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其史料观结合依旧值得
继续深入探究，本文希望通过自己对该问题的一些切身感受和理论思考,进一步探索梁启超史料观思想。
从新的视角更加深入地把握史学理论,这不仅有助于将此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而且有助于
全面地认识史料观,更好地把中西史学思想的结合。

2. 梁启超和《中国历史研究法》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时的中国面临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救亡图存已经是整个社会的主旨，
尤其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残酷的事实彻底打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纵
看中国近代史，人们更多的是从戊戌变法中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变革思想认识到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然他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倡导者，在史学方面，梁启超著述颇丰，涉猎的范围极广，
尤其是在近代史学理论上的建树，罕有人与之比肩。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旅居欧美经
历，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外史学的相关著作加上他本人年少时博学多览积累了大量史学材料，具
备了研究史学的功底，史学理论上具有西方史学思想与中国时代结合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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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形成，此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也有新的发展，梁启
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这个历史时期转折和过渡的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是 1921 年梁启超在
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时的讲稿几经修改整理之后，于 1922 年一月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由
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书中讨论了史的意义及范围，回顾了过去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提出了史的改造
意见，且详尽的论述的史料涉及的范围以及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早在二十世纪初梁
启超就发起过史学革命，倡导“新史学”代替过去的“君史”，此时“《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仅是《新
史学》的继续，而是整体上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以前成就的大的总结”[3]。

3. 梁启超的史料观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历史上的史料
则是浩瀚如海，想要在史学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就要掌握着关于史料的基本方法——何为史料，如何搜
集、鉴别、整理史料。“若从微观角度认识其史料观的建树，则当以研究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主导，
以便全方位地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4]。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料的研究
一方面从“说史料”阐述史料的定义和分类，另一方面从“史料之搜集与鉴别”论述史料收集、鉴别、
整理的方式方法。

3.1. 史料的范围：拓宽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特别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
不准备史料或者使不确定的史料去研究历史，则“无复史之可言”。对史料的定义为“过去人类思想行
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可见梁启超把史料的范围定义是极为广的。他强调史料历经
时代的洗礼，尤其是经过人为有意的蹂躏和战乱破坏，已幸存不多，对史料的价值如果不加注意很难识
别，而现在存的史料又不见得都能用。所以史学比较其他科学研究“最劳而最难”。
由于史料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并且难以识别，便于史学研究梁启超把史料归分为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
在文字记录者，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按性质又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以文
字记录的史料按文字种类分别论列为七类：旧史、史迹文件(档案、函牍、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
史部以外群籍(小说、账簿、家谱等)、类书和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和古文件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
人著述。梁启超不囿于传统史料研究大胆拓展并详细举例论述不同史料，同时深感保存史料的重要性，
深忧国人对古物观念的意识却甚是淡薄。推及当前社会人们游览史迹并在上面刻字的社会现象，梁启超
的重视史料的价值和保护史料观念意义深远。此外，梁启超在书中亦多次提醒治史者研究史料的基本态
度是忠于史实，即使在这样一个有残缺的史料环境下也应当尽我们所能以求备求确，这才是今日史学的
出发点，可见梁启超极为重视治史者的历史责任感。

3.2. 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归纳、反证
3.2.1. 史料的收集
文章前面所述史料流传至今种类繁多，散在各处，这需要“精密敏锐”的搜集，且不能仅局限于旧
史之中，需“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可贵之史料”[5]，
首先收集史料的方法要不能仅从一个单个例子中寻找，而要“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梁启超以
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事迹来考证中国留学印度人物为例，通过研究慧皎《高僧传》和义净《求法传》
等书，统计他们的年代、学业、路线种种类比归纳得知隋唐年间中国的学术思想变迁。这种类比归纳方
法的运用需治史者脑筋熟练且具备敏锐感觉，最重要是要有耐心。在使用类比归纳的方法收集史料同时，
梁启超把史料分为积极的史料和消极的史料，抽象的史料和具体的史料。他把积极的史料定义为某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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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某种现象；相反消极的史料则是某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正如后代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前代没有，
或者前代普通的事迹，什么原因忽然灭绝，这类史料正是“以无史迹为史迹”为特征。具体史料和抽象
史料搜集则全赖“博搜比观”，如人口问题论，物价问题，只有从正史或地方逐步摘录相关记述中推算
类比才能得真相一二，这都是抽象史料。最后梁启超提醒治史者注意旧史家故意湮没或错乱证据的部分，
要善于搜集证据补全改正，如宋太宗崩于箭疮的复发，而史册之前并没有记载，而由明陈霆考证得出，
这需要具备一定的侦察能力。综上所述，可见史料的搜集需要治史者善于归纳总结的。
3.2.2. 史料的鉴别
搜集史料是史学家最大的责任，而搜集的史料如何去鉴别？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启超
认为在史料鉴别方面,“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6]。
在正误上，梁启超提出治史者要培养一定的鉴别能力，摒弃流俗心理，根除心理上的幻觉，如每提到长
城就联想秦始皇，每提及道教就联想老子。同时他认为辨别史料的误或者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举出强
有力的反证，如上海的历史，有说战国时春申君时期已经存在，但是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地理变迁得知唐
以前上海还没有形成陆地，这就给予直接反证。针对这类有误的史料，史学研究者一方面要敢于怀疑，
避免真相被蒙蔽，另一方面假如鉴别过程中遇到旁生的有所触发，可以换一个方向研究，之前的假说可
以等待之后后再继续审定。对于同一个史迹，然而存在史料却出现相互矛盾的问题，梁启超认为论原则，
最先出现的和与史迹最接近的最可信，但这个原则使用有时也需要分别看待，他以考证玄奘出使时间为
例，告诫读书者不能盲目跟风，善于治学的人不应该以问题的大小而有差别对待，问题可能有大小，然
而研究问题的精神是没有大和小之分的。
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从辨伪书和辨伪事上作了大量详细的论述，他把伪书定义为书的全部或者大部
分是后人的伪作并假托古人所作，如《本草》号称是神农所作。在鉴别伪书上，他提出了十二条鉴别伪
书的例子，前九条重在是使用具体反证法鉴别伪书，如同一本书所说的事情与事实相反，或者是两书中
记载的同一件事相互矛盾，后三条则从文体不一，时代社会状态特征不同，思想进化阶段不衔接为例抽
象反证，并且他还指出证明真书的六条方法，之后这些理论发展为《古书真伪及年代》这一专著。除此
外还提出鉴别伪事的七条标准，他认为鉴别伪书因与伪书有所区别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也有伪书，伪
书鉴别方法上他提出反证法的可贵但对于不能直接反证的可以使用间接推断，且反证推论法的使用适和
用“盖然”结论，不能轻易下“必然”的结论。
梁启超本人在书中反复讲解史料的辨误正伪是非常复杂繁琐的工作，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和精确的方
法，他提醒治史者不仅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主义”，而且注意从外国说要吸收“近
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7]，这些归纳反证的方法对当今的史料研究者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4. 梁启超史料观对当今史学研究的启示
1) 《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三分之二内容是关于梁启超史料观的论述，可见他非常重视史料在史学
研究的地位，书中通过种种举例论证来对史料的搜集方法进行论述，以求得出历史真相。这种治学态度
和搜集史料方法，不仅适用近代史学，对当今历史的研究和学习依旧值得学习。
2) 在史料的鉴别上梁启超多次强调“求真”，这里所说的“求真”他本人定义为前清乾嘉诸位学者
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主旨，这要求史学研究的思想必须立足在实事之上，并且必须使用正确的史料来
进行研究。
3) 梁启超强调史料的研究需要治史者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史学思维，同时“多闻择善者者而从之，多
见而识之，知之次之”[8]，广泛阅读，提高自己的事业和史学知识的积累量，而这都需要有持之以恒的
耐心，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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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启超史料观的最大特点是他不拘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把史料研究的范围拓展的更宽泛，并
且把史料研究从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近代史学尚未成形的环境下他在史料方面的研究精神
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5. 结论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完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于梁启超本人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
响，五四运动之后尤其重视总结其中的价值遗产，而此时他又处在西方文化大量被引进和翻译进中国的
时期，所以又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新文化潮流的思想，他的史学研究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同时又将
其与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优秀的部分结合起来，融汇贯通。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进步有两大方面：
首先是对史料的整理，其次则是观念的革新。梁启超先生把史料整理放在史学研究中的首位可见其对史
料重视且他多次强调治史者应树立为全社会做史的责任感。他不仅把史料定义的范围拓宽，而且在史料
收集和鉴别上提出归纳、反证的研究方法，这些关于史料方面的理论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值得
借鉴学习的。且在当今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梁启超的继承与创新的治学精神要求史学研究者不仅要
常怀一颗真诚求知的责任心更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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