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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阅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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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是党史研究者的一门必修课ꎮ 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ꎬ首先应当立志读书、放眼读书ꎮ 其次

是要制订一个周密的读书计划ꎮ 要把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ꎬ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ꎻ要多读一些

“传记书”ꎬ这其中不仅包括人物传记ꎬ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ꎮ 党史研究者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ꎬ知
道一位学者如何成就ꎬ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ꎬ这样随他学去ꎬ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ꎬ治学方法日臻完善ꎮ
除此之外ꎬ还应当广泛阅读一些“课外书”ꎮ 这样既可以“劳逸结合”ꎬ也可以“博采众长”ꎮ 对于这类书ꎬ研究者

只要“知养生”“知体道”ꎬ就一定能够读出它的妙处来ꎮ
〔关键词〕阅读ꎻ党史研究ꎻ中国共产党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１１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操千曲而后晓

声ꎬ观千剑而后识器ꎮ”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专业学

习和从事学术研究ꎮ 对党史研究者来说更是如

此ꎮ 因其本以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业ꎬ主要从

事文字工作ꎬ所以对知识面和阅读量的要求更

高ꎮ 这也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中ꎬ要把“阅读”列

为“入门课”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不过要修好这门

课程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ꎮ 这里面虽无终南捷

径ꎬ但也确有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ꎬ说出来可以

为党史初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一、立志读书

读书须“立志”ꎬ否则就可能会因缺少方向

和动力ꎬ而变得虎头蛇尾ꎬ有时甚至半途而废ꎮ
曾国藩说:“苟能发奋自立ꎬ则家塾可读书ꎬ即旷

野之地ꎬ热闹之场ꎬ亦可读书ꎬ负薪牧豕ꎬ皆可读

书ꎮ 苟不能发奋自立ꎬ则家塾不宜读书ꎬ即清净

之乡ꎬ神仙之境ꎬ皆不能读书ꎮ 何必择地ꎬ何必择

时ꎬ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ꎮ” 〔１〕那么对于党史研

究者来说ꎬ怎样才叫“立志之真”呢? 我以为至

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ꎮ
第一ꎬ要“胸怀大志”ꎮ 一个人能否读书ꎬ与

他的志向和抱负有很大关系ꎮ 如果是以混张文

凭为目的ꎬ那么文凭到手就可以不读书了ꎻ如果

是以养家糊口为目的ꎬ那么能够养家糊口就可以

不读书了ꎻ如果是以功名利禄为目的ꎬ做了官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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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钱ꎬ也就可以躺下来睡觉了ꎮ 这样目光短浅的

人ꎬ随时都有可能中断读书ꎬ即便是学业在身ꎬ他
们也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读书上ꎮ 相反地ꎬ一个

目光远大的人ꎬ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限性ꎬ因为他

们读书的目的是既不止于温饱ꎬ也不止于名利的ꎮ
其实在中国学术界ꎬ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超越

这种局限ꎬ很早就立下读书宏愿的ꎮ 比如ꎬ蔡尚

思早年在南京ꎬ曾入住国学图书馆ꎮ 他的志愿就

是把这个号称“江南之冠”的大图书馆中的历代

文集看完ꎮ 一位馆员听闻摇头说:“古来没有此

种人ꎮ”而蔡尚思则说:“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

于二、三年ꎬ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ꎻ反之ꎬ
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ꎬ甚至比一年还少ꎬ例如

每天只用五、六小时以下读书ꎮ 我决心每天用十

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ꎮ” 〔２〕 他说到做

到ꎬ结果真是把这些馆藏图书看完之后ꎬ才走出

这个图书馆ꎮ 蔡尚思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历

史学家ꎮ
与蔡尚思一样ꎬ钱锺书也是如此立志读书

的ꎮ １９２９ 年进入清华大学后ꎬ钱锺书的第一个

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ꎮ 在此期间ꎬ他用

一个礼拜读中文书ꎬ一个礼拜读英文书ꎮ 每个礼

拜六ꎬ把读过的书整理好ꎬ抱去图书馆还ꎬ再抱一

堆回来ꎮ〔３〕据夫人杨绛回忆ꎬ钱锺书几乎把所有

时间都用来读书ꎬ以至于“在清华待了 ４ 年ꎬ连玉

泉山、八大处都没有去过”ꎮ〔４〕 钱锺书的勤奋好

学ꎬ甚至让他的老师吴宓也大为惊叹ꎬ认为当时

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ꎬ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

生ꎬ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ꎬ他们都是人中之

龙ꎬ其余人等ꎬ不过尔尔ꎮ〔５〕

第二ꎬ要“专心致志”ꎮ 古时候有个叫大珠

的高僧ꎬ别人问他得道的捷径ꎬ他回答说:“吃饭ꎬ
睡觉ꎮ”问者不信ꎬ以为高僧开玩笑ꎬ大珠解释说:
“我吃饭就是吃饭ꎬ我睡觉就是睡觉ꎮ”其实他是

以最朴实的语言ꎬ讲出做事必须“专心致志”ꎬ不
可一心二用的道理ꎮ 这对我们读书来说也是非

常重要的ꎮ 章学诚说:“宇宙名物ꎬ有切己者ꎬ虽
锱铢不遗ꎮ 不切己者ꎬ虽泰山不顾ꎮ 如此用心ꎬ

虽极钝之资ꎬ未有不能记也ꎮ” 〔６〕 现实生活中ꎬ我
们也常听说某人博闻强记ꎬ看起来好像特别神奇ꎬ
其实这都是他平日读书时“专心致志”的结果ꎮ

读书“专心致志”ꎬ不仅有益于“记忆力”ꎬ而
且还有益于“注意力”ꎮ 比如ꎬ好打灯谜的人ꎬ无
论看到什么书ꎬ发现的都是灯谜材料ꎮ 会作诗词

的人ꎬ无论打开什么书ꎬ发现的都是文学句子ꎮ
可见专注哪一项ꎬ哪一项便自然会显露出来ꎮ 鲁

迅也曾说过ꎬ一部«红楼梦»ꎬ“经学家看见«易»ꎬ
道学家看见淫ꎬ才子看见缠绵ꎬ革命家看见排满ꎬ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ꎮ〔７〕 这种发现是否真切姑

且不论ꎬ但他们专注的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ꎮ 否

则ꎬ即便阅尽天下藏书ꎬ我们也不会有大的收获ꎮ
当然ꎬ读书“专心致志”ꎬ不是说要认死理ꎬ

去钻牛角尖ꎬ而是要努力将生书看熟ꎬ并从书中

悟出道理来ꎮ 朱熹说:“今看文字未熟ꎬ所以鹘

突ꎬ都只见成一片黑淬淬地ꎮ 须是只管看来看

去ꎬ认来认去ꎮ 今日看了ꎬ明日又看ꎻ早上看了ꎬ
晚间又看ꎻ饭前看了ꎬ饭后又看ꎬ久之ꎬ自见得开ꎬ
一个字都有一个大缝罅ꎮ 今常说见得ꎬ又岂是悬

空见得! 亦只是玩味之久ꎬ自见得ꎮ 文字只是旧

时文字ꎬ只是见得开ꎬ如织锦上用青丝ꎬ用红丝ꎬ
用白丝ꎮ 若见不得ꎬ只是一片皂布ꎮ” 〔８〕 由此可

见ꎬ同样文字ꎬ有人“见得”ꎬ而有人却“见不得”ꎬ
其关键全在于能否具有“看来看去ꎬ认来认去”
的这种“专注”的精神ꎮ

第三ꎬ要“矢志不渝”ꎮ 这也是“立志读书”
的关键一环ꎮ 昔人常说ꎬ有志者立常志ꎬ无志者

常立志ꎮ “常立志”就是因为他做不到“矢志不

渝”ꎮ 这便是孟子之所以反对“一曝十寒”的道

理ꎮ 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ꎬ一日曝之ꎬ十
日寒之ꎬ未有能生者也ꎮ” 〔９〕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

范读书时ꎬ还曾据此写过一副对联:“贵有恒ꎬ何
必三更眠五更起ꎻ 最无益ꎬ 只怕一日曝十日

寒ꎮ” 〔１０〕毛泽东一生是做到“矢志不渝”的ꎬ即便

晚年病魔缠身、行动困难时ꎬ他都一直坚持读书ꎮ
所以当我们钦佩毛泽东知识渊博、功勋卓著时ꎬ
同样也钦佩他那种“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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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品质ꎮ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王国维ꎬ因为他把“矢志

不渝”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ꎮ 王国维说ꎬ读书治

学ꎬ须有三种境界ꎮ “昨夜西风凋碧树ꎬ独上高

楼ꎬ望尽天涯路”ꎬ此第一种境界也ꎻ“衣带渐宽

终不悔ꎬ为伊消得人憔悴”ꎬ此第二种境界也ꎻ
“众里寻他千百度ꎬ蓦然回首ꎬ那人却在ꎬ灯火阑

珊处”ꎬ此第三种境界也ꎮ〔１１〕第一种境界是说ꎬ要
持之以恒ꎬ意志坚定ꎮ 尽管“昨夜西风凋碧树”ꎬ
尽管只有一个人ꎬ还要独上高楼ꎬ还要望尽天涯

路ꎮ 第二种境界是说ꎬ要能吃苦耐劳ꎬ经得起考

验ꎮ 尽管日渐消瘦ꎬ都“衣带渐宽”了ꎬ也绝不后

悔ꎬ还是要心甘情愿地“为伊消得人憔悴”ꎮ 第

三种境界是说ꎬ在热闹场中ꎬ不会有所发现ꎬ你
“寻他千百度”也不行ꎬ但偏偏是在“灯火阑珊

处”ꎬ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找到他了ꎮ
事实上ꎬ党史研究是非常清苦的ꎬ有时候读

完一本厚书ꎬ也可能找不到一条需要的材料ꎮ 并

且即便投入很大精力ꎬ阅读大量史料ꎬ可以产出

一点成果ꎬ但由于所谈问题皆属过去ꎬ也未必符

合现实需要ꎬ所以很难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ꎬ
不像一些明星那样ꎬ随便几句话就可以引发社会

轰动效应ꎮ 因此对王国维的“三种境界”ꎬ我们

党史研究者更需认真体会ꎮ 正如金冲及先生所

指出:史学研究者ꎬ不要想一步登天ꎬ要立足于持

之以恒的努力ꎬ“不争一日之短长”ꎬ扎扎实实地

上了一层楼ꎬ再上一层楼ꎮ〔１２〕

二、放眼读书

古人说:“案头书要少ꎬ心头书要多ꎮ”所谓

“案头书要少”ꎬ就是前文所说的读书须“专心致

志”的意思ꎮ 因为案头的书一多了ꎬ就会东看西

看ꎬ则此心先已散漫了ꎬ这样自然看不出书中的

道理来ꎮ 所谓“心头书要多”ꎬ就是说要“放眼读

书”ꎬ尽可能地扩大阅读的范围ꎮ 所以案头的书ꎬ
既不必受限于一科ꎬ也不必拘泥于一部ꎮ 这一点

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尤为重要ꎮ 因为此时若对学

问兴趣ꎬ立下广泛的基础ꎬ将来工作无论如何专

精ꎬ也不至于害上“精神偏枯病”ꎮ 若在青年时

期ꎬ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ꎬ将来要作由专

而博的工作ꎬ其难真如登天ꎮ〔１３〕

这就是说在读书过程中ꎬ我们还要处理好专

与博的关系ꎮ 梁启超说:单有常识没有专长ꎬ不
能“深入显出”ꎬ单有专长而常识不足ꎬ不能“触
类旁通”ꎻ读书一事ꎬ“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ꎻ若
有一专长ꎬ又有充分常识ꎬ此为“最佳”ꎮ〔１４〕所以ꎬ
顾颉刚主张在读书时ꎬ一个人应配备两个镜子:
一个是显微镜ꎬ一个是望远镜ꎮ 他说:“显微镜是

对于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ꎻ望远镜是对于其

他各科用的ꎮ 我们要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

精微ꎬ又要对于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ꎮ” 〔１５〕

但在现实生活中ꎬ我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ꎮ
一些研究者读书太专之后ꎬ不但对史学以外不感

兴味ꎬ即便对所专以外的部分ꎬ也是日渐疏远ꎬ甚
至不能了解ꎮ 对此ꎬ雷海宗曾经批评说:此种人

只可称为“历史专家”ꎬ但不能算是“历史学家”ꎮ
片断的研究ꎬ固然不可缺少ꎬ但对历史真要明了ꎬ
非注意全局不可ꎮ 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

家ꎬ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ꎮ 他们对于所专的科

目ꎬ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ꎬ完全不知ꎬ所以除

所专的范围外ꎬ一旦发言ꎬ不是“幼稚”ꎬ就是“隔
膜”ꎮ〔１６〕

其实ꎬ读书太专的问题ꎬ与我们的教育体制

也有很大关系ꎮ 今日大学本科所设课程ꎬ在实施

中往往专精有余而通识不足ꎬ而一般学生为学

分、为毕业ꎬ对本门课程已是应接不暇ꎬ当然难以

再求旁通ꎮ 这种趋势发展下去ꎬ高校就只能向社

会送出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识青年ꎮ 他们既无法

从事专门的研究ꎬ又难以应付复杂的人生ꎮ 此等

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ꎬ则又被挤到一条更狭

窄的道路上ꎬ终日为论文、为课题劳神费力ꎬ这时

候再要他们“不务正业”去放眼读书ꎬ实在是有

点勉为其难了ꎮ
但是ꎬ有志于学者ꎬ为学术人生计ꎬ还是要克

服这些困难的ꎮ 章学诚说:“学贵博而能约ꎬ未有

不博而能约者也ꎮ 以言陋儒荒俚ꎬ学一先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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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封域ꎬ不得谓专家也ꎮ” 〔１７〕 我们倘若不愿做

这种“陋儒荒俚”式的专家ꎬ就必须事先打下广

博的知识基础ꎮ 这如同造房子必先打好地基一

样ꎮ 打好一个大地基以后ꎬ在它的上面ꎬ建筑高

楼大厦也好ꎬ建筑亭台轩榭也罢ꎬ都是悉听尊便

的ꎮ 但若是基础不好ꎬ上面所能够建造的ꎬ就只

能是茅草屋、活板房一类的东西了ꎮ
当然ꎬ今日各种学术ꎬ都过于复杂深奥ꎬ无人

可以再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亚里士多德ꎮ 但对

一门做到专深精透ꎬ对其他各门也能略知梗概ꎬ
仍然是学者的最高理想ꎮ 在这一点上ꎬ我们的确

要向老一辈党史学家学习ꎮ 比如ꎬ胡乔木一生就

是博览群书的ꎬ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ꎬ还
是哲学、历史、文学、法学、语言学、音韵学、逻辑

学ꎬ也无论是古书还是今书、中国书还是外国书ꎬ
他都广泛涉猎ꎮ 数十年下来ꎬ他的大脑已经成为

一个汇集各种知识的“海洋”ꎬ一提笔、一想问

题ꎬ那积累的知识就会化作奔腾的文思ꎬ化作解

决问题的智慧ꎬ凡是了解他的人ꎬ无不为之赞叹

和称羡ꎮ〔１８〕

在胡乔木的书架上ꎬ甚至还有许多似乎与人

文社科无关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电子计

算机、医学、冶金矿业、机床设备、生态环境等类

书籍ꎮ 藏书中既有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 年版的«天
工开物»、１９２８ 年版的«优生学与婚姻»ꎬ也有最

新版的量子理论、宇宙体系论等新书ꎮ 其中仅数

学类图书即有几十种ꎮ 他的藏书室设在家中最

大的一个房间ꎬ银灰色的 ３ 米高大书架一字排

开ꎬ共 ８ 排ꎬ每排 １７ 个ꎬ共 １３６ 个书架ꎬ他的办公

室里还有 ４ 个特大书架ꎬ林林总总ꎬ达 ４ 万册之

巨ꎬ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型图书馆了ꎮ〔１９〕

胡乔木之所以被誉“大学问家” “中共中央一枝

笔”ꎬ我想与他这种不拘一格的读书方式是密不

可分的ꎮ
在党史学家中ꎬ龚育之也同样是一个博览群

书的人ꎮ 据金冲及先生回忆:“龚育之一生酷爱

读书ꎬ手不释卷ꎬ记忆力特别好ꎬ知识面之广有时

叫人吃惊ꎮ 我们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ꎮ 有

一次随便谈到康有为ꎬ谈到对联ꎮ 我讲:吴佩孚

在洛阳过五十大寿时ꎬ康有为送了他一副对联ꎮ
上联是:如日方中ꎬ百岁勋名才一半ꎻ下联是:洛
阳虎视ꎬ八方风雨会中州ꎮ 他笑着说:第一句不

对ꎬ是‘牧野鹰扬’ꎮ 他一说ꎬ我就知道自己错

了ꎮ ‘如日方中’是朱东润教授送给另一个人五

十生日的话ꎬ我记混了ꎮ 而且它同‘洛阳虎视’
根本对不起来ꎮ 给我印象那么深的原因是:中国

近代历史是我的专业ꎬ不是他的专业ꎮ 刚才举的

恰恰又是一件小事ꎬ他完全不需要记得ꎬ却记得

那样清楚ꎬ那样准确! 可见他读书面之广ꎬ而且

总是用心地读的ꎮ” 〔２０〕

不过放眼读书ꎬ也不能空廓而不着边际ꎬ更
不能舍弃专学ꎬ一味追求“博雅”之名ꎮ 读书的

最终目的还是要由博返约ꎬ否则ꎬ前无所见ꎬ后无

所期ꎬ即便发愤苦读ꎬ也犹如“不系之舟”ꎬ纵然

可以日行千里ꎬ又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呢? 梁启超

说:大概一人功力ꎬ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ꎬ选
定局部ꎬ阅读材料ꎬ抉择取舍ꎮ 以十之一二做涉

猎的功夫ꎬ随便听讲ꎬ随便读书ꎬ随意谈话ꎬ“如此

做去ꎬ极其有益”ꎮ〔２１〕因为这样汲取来的知识ꎬ可
以彼此促进ꎬ相互补充ꎬ更有益于格物致知ꎬ把握

事物的本相ꎮ 其实学问本来就如同一个矿脉ꎬ各
种矿体杂然并陈ꎬ只是人们为了学习的便利ꎬ才
将之分门别类ꎬ使它们变成一系一科ꎬ各自独立

罢了ꎮ 所以在读书时ꎬ我们就只有将“显微镜”
和“望远镜”一并用上ꎬ才能分清它的脉络ꎬ看出

它的所以然来ꎮ

三、读“专业书”

书籍浩如烟海ꎬ无人可以全部读完ꎬ这已是

众所周知的事了ꎬ但人们之所以还要强调博学ꎬ
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ꎮ 一个人的学业

必先专深ꎬ然后才能谈及广博ꎬ才能达到博学的

境地ꎮ 事实上ꎬ学者也只有专精一门ꎬ才有可能

自成一家ꎬ成一家方可在学问上有所建树ꎮ 这就

是吕思勉所说的“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

科目”ꎬ应当“知之较深”的缘故ꎮ〔２２〕 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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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ꎬ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书籍ꎬ是需要“知之

较深”的ꎬ必须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ꎮ
第一ꎬ阅读文献ꎮ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

容:一是党的历史文献ꎬ二是“经典作家” 的著

述ꎮ 它们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经典文献ꎮ 党史

研究者必先精通这类文献ꎬ然后才可遍览群藉ꎮ
否则ꎬ“行不由径”ꎬ就很容易误入歧途ꎮ 朱熹

说:“圣经字若个主人ꎬ解者犹若奴仆ꎮ 今人不识

主人ꎬ且因奴仆通名ꎬ方识得主人ꎬ毕竟不如经字

也ꎮ” 〔２３〕也就是说ꎬ经典文献是“主人”ꎬ其他论著

是“解者”ꎬ是它的“奴仆”ꎬ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它

们的介绍ꎬ而应该登堂入室ꎬ与当事人面对面交

谈ꎬ这样才更利于问清事情的缘由ꎬ探明历史的

真相ꎮ
其实ꎬ对党史研究来说ꎬ阅读文献还有另外

两重意义:一方面ꎬ经典文献是历史演化的经验

总结ꎬ是历史过程的逻辑结论ꎮ 因此以经为本ꎬ
然后读史ꎬ这样考之于经ꎬ验之于史ꎬ再会之于

心ꎬ便可以“通古今之变”ꎬ把握党史发展的规

律ꎮ 另一方面ꎬ经典文献本身也是一种“史料”ꎬ
是历史留给今人的“掌故”ꎮ 章学诚说“六经皆

史”ꎬ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ꎮ 侯外庐认为章学诚

的这个命题ꎬ乃是清代“最放肆的学说”ꎬ在当时

“有其进步的意义”ꎮ〔２４〕 事实上ꎬ即便在今天ꎬ它
对于我们阅读文献ꎬ从事党史研究ꎬ也同样具有

“进步的意义”ꎮ
当然ꎬ阅读文献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ꎮ 一是

要述而不作ꎬ不可牵强附会ꎮ 正如恩格斯所指

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ꎬ首先要在利用著

作的时候ꎬ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

作ꎬ首先要在阅读时ꎬ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

西塞进去ꎮ” 〔２５〕二是要实事求是ꎬ不可任情褒贬ꎮ
比如ꎬ李大钊信奉马克思的历史观ꎬ但对其中的

个别论断ꎬ也指出“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ꎬ认为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ꎬ每每陷于

夸张过大的原故”ꎮ〔２６〕这一看法当然体现了那个

时代的历史认识ꎬ但同样也表明李大钊坚持实事

求是ꎬ始终保持“尊疑”“重据”的史家本色ꎮ

第二ꎬ阅读著作ꎮ 这主要也包括两个方面内

容:一是“历史”著作ꎬ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

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书籍ꎬ二是“史学”著作ꎬ即关

于党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书籍ꎮ 它

们也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书目ꎮ 不过对这一类

书ꎬ党史研究者也应有所侧重ꎬ要首选“最重要之

书”来读ꎮ 对此ꎬ徐复观的看法虽有些极端ꎬ但也

确有其独到之处ꎮ 一是不看第二流以下的书ꎬ至
于那些专为稿费而写的文字ꎬ最好是一个字也不

要看ꎮ 二是读到书中的某一个问题时ꎬ要先把可

以收集到的研究成果ꎬ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ꎬ
先看一个清楚明白ꎬ然后再去对照原典ꎻ千万不

能用后人的研究代替读原典的工作ꎬ否则一辈子

都要“居人胯下”ꎮ〔２７〕

对党史研究来说ꎬ阅读著作也有其特别的意

义:一方面ꎬ通过“历史”著作ꎬ可以管窥一个时

代的治学精神ꎮ 比如ꎬ把每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主

要著作ꎬ都搜罗齐备ꎬ按时间的次序排列ꎬ然后从

头读起ꎬ这样通过历史比较ꎬ考察它们的内容、风
格及方法ꎬ我们就可从中复活这一时代的学术精

神ꎬ一如当年的样子ꎮ 另一方面ꎬ通过“史学”著
作ꎬ可以把握一门学问的知识体系ꎮ 因为这类著

作是史学中的“哲学”ꎬ是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的“要集”ꎮ 它所呈现的是党史学发展过程中的

各个流派和一切变动ꎬ并揭示其对知识及社会的

贡献和消极影响ꎮ 因此通过它ꎬ我们就可以增强

在理解和运用这一门学问上的智慧与经验ꎮ
不过阅读著作ꎬ也需有公正的研判ꎬ切不可

求全责备ꎮ 事实上ꎬ正如章学诚指出:“风气之开

也ꎬ必有所以取”ꎬ“风气之成也ꎬ必有所以敝”ꎻ
“而世之言学者ꎬ不知持风气ꎬ而惟知徇风气ꎬ且
谓非是不足邀誉焉ꎬ则亦弗思而已矣”ꎮ〔２８〕 大意

是说ꎬ“风气之开”者ꎬ若要昭明风尚ꎬ必然有所

取舍ꎻ“风气之成”者ꎬ若不更新创造ꎬ必然走向

衰败ꎮ 但世上谈论学术的人ꎬ不知道扶持风气ꎬ
却只知道曲从风气ꎬ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的

缘故吧ꎮ 因此ꎬ对于各种党史著作ꎬ我们今天不

仅要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ꎬ而且还要回到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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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学语境中ꎬ作历史地想ꎬ作历史地看ꎮ
第三ꎬ阅读文章ꎮ 其实文章也本是著作的一

种ꎬ之所以将其单列出来ꎬ就是因为它还有与一

般专著不一样的地方ꎮ 常听人说ꎬ大部头好作ꎬ
小文章难写ꎮ 因为后者要求短小精悍ꎬ不给作者

叠床架屋、铺陈渲染的空间ꎮ 据说有人曾问丘吉

尔:“如果让你作两分钟的演讲ꎬ需要多少时间准

备?”他回答:“半个月ꎮ” “如果让你作五分钟的

演讲ꎬ需要多长时间?” “一星期ꎮ” “那么让你作

一个小时的演讲呢?” “现在就可以ꎮ”丘吉尔的

回答带有幽默性ꎬ但其中也蕴含深刻的道理ꎮ 因

为短小精悍的东西ꎬ往往对结构和体例的要求更

高ꎮ 所以相对于一般专著来说ꎬ阅读文章对于锻

炼我们的“史才”ꎬ往往更为直接ꎬ也更为有效ꎮ
就党史研究而言ꎬ阅读文章主要有两个途

径ꎮ 一是以杂志为中心ꎬ阅读重要文章ꎮ 比如ꎬ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

志上的相关论文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

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杂志上的专题文章ꎬ
都是需要重点阅读的内容ꎮ 二是以学者为中心ꎬ
阅读代表作品ꎮ 张静如先生曾提出过一个 ４３ 人

的党史学家名单ꎬ这其中有不少还是党史大

家ꎮ〔２９〕他们的文章在选题立意、谋篇布局上都有

独到之处ꎬ所以也应当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ꎮ
其实ꎬ阅读名家名篇ꎬ对党史研究者特别是

初学者的意义更大ꎮ 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
中所讲“学慎始习”的道理ꎮ 他说:“斫梓染丝ꎬ
功在初化ꎬ器成采定ꎬ难可翻移ꎮ 故童子雕琢ꎬ必
先雅制ꎬ沿根讨叶ꎬ思转自圆ꎮ” 〔３０〕 也就是说ꎬ一
个人读书治学ꎬ与制作木器、印染丝束相类似ꎬ最
初的加工对成功要起决定作用ꎻ一旦等到木器做

成ꎬ色彩染定ꎬ就很难翻改变动了ꎮ 所以初学的

作者ꎬ必先研习大家的风格ꎬ顺沿其根本去探讨

其枝叶ꎬ这样文思才会自然圆通ꎮ

四、读“传记书”

传记书是史书的一种ꎬ因其有故事、有情节ꎬ
一般人都爱读它ꎬ但许多学者却不愿将它作为案

头书ꎮ 其实读这类书ꎬ对我们的学术人生也是大

有益处的ꎮ 梁启超说:我们看一个人的传记ꎬ看
他能够成功的原因ꎬ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ꎬ
所以自己对于小事末节ꎬ也当特别注意ꎮ 但不单

要看他的成功ꎬ还要看他的失败ꎬ如何会好ꎬ如何

会坏ꎬ两面看到ꎬ择善而从ꎮ〔３１〕 不过我这里要讲

的ꎬ却不是这一类书的全部ꎬ而是专指学人的“传
记书”ꎮ 只是所涉范围要大些ꎬ不仅包括人物传

记ꎬ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ꎮ 我们研究

党史的人ꎬ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ꎬ知道一位学者如

何成就ꎬ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ꎬ这样随他学去ꎬ
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ꎬ治学方法日臻完善ꎮ

第一ꎬ学人传记ꎮ 这主要包括两种传记:一
种是“他传”ꎬ即他人对传主的记述ꎬ如«梁启超

传»(吴其昌)、«胡适传»(罗志田)、«吕思勉传»
(张耕华)、«范文澜传» (谢一彪)、«胡乔木传»
(本书编写组)等ꎻ另一种是“自传”ꎬ即本人对经

历的自述ꎬ如«胡适自述»«郭沫若自传»«顾颉刚

自传» «上学记» (何兆武)、«暮年忆往» (张静

如)等ꎮ 这其中总有一两位学人ꎬ是值得我们学

习和效法的ꎮ 阅读他的传记ꎬ便可对他一生的环

境、背景、事迹、著作、性情等一目了然ꎬ无一遗

漏ꎮ 从他对学术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中ꎬ我们

可以获得激励和鞭策ꎬ受到一种真切而深微的感

动ꎬ从而不知不觉地发扬志气ꎬ向上努力ꎮ
笛卡尔说:“神话的魅力唤醒了心灵ꎬ而历史

上值得纪念的英雄事迹在被人读到的时候则提

高人的心灵ꎬ帮助其形成判断ꎻ读好书就像与过

去时代里最杰出的人谈话ꎬ他们向我们展示的尽

是其思想中的精华ꎮ” 〔３２〕 而对于我们研究者来

说ꎬ一些学术名家就应当是心目中“最杰出的

人”ꎬ他们的经历就是值得纪念的“英雄事迹”ꎮ
事实上ꎬ也正是有这些“英雄事迹”ꎬ中国史学才

得以绵延不绝、发扬光大ꎮ 比如ꎬ在司马迁的传

记———«汉书司马迁传»中ꎬ一句“究天人之

际ꎬ通古今之变ꎬ成一家之言”ꎬ〔３３〕曾让多少史学

家为之前赴后继ꎮ 在刘知幾的自传———«史通
自叙»中ꎬ一句“抚卷涟洏ꎬ泪尽而继之以血”ꎬ〔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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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让多少史学家为之唏嘘感动ꎮ
当然ꎬ读学人传记还有另外一层现实意义ꎮ

章学诚说:“夫不具司马迁之志ꎬ而欲知屈原之

志ꎬ不具夫子之忧ꎬ而欲知文王之忧ꎬ则几乎罔

矣ꎮ” 〔３５〕也就是说ꎬ史家是阅读历史的重要“媒
介”ꎬ我们若不能“志其志” “忧其忧”ꎬ就很难读

懂他笔下所刻画的历史人物ꎬ当然也就更谈不上

超越“其志” “其忧”ꎬ去把握更真实的历史了ꎮ
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党史的人ꎬ要关注学人特别是

史家的传记的重要原因ꎮ
第二ꎬ学术回忆ꎮ 这也主要包括两种回忆:

一是本人撰写的“回忆录”ꎬ如«三松堂自序»(冯

友兰)、«韧的追求» (侯外庐)、«读史阅世六十

年» ( 何 炳 棣)、 «板凳集» ( 彭 明)、 « 黄河青

山———黄仁宇回忆录»等ꎮ 二是他人编写的“纪
念集”ꎬ如 «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 (北大历史

系)、«程门立雪忆胡绳»(郑惠)、«何干之纪念文

集»(刘炼)、«胡华纪念文集» (人大中共党史

系)、«怀念龚育之»(本书编辑组)等ꎮ 这其中虽

然不都是“武功秘籍”ꎬ但也确有许多读书治学

的“金玉良言”ꎮ
不过这种“金玉良言”ꎬ也不是可以轻易得

到的ꎮ 虽然有人愿意坦白出来ꎬ比如胡适就在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认ꎬ自己受两个

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ꎬ另一个是赫胥黎ꎮ
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ꎬ而杜威则教他怎样证明ꎮ
二者加起来就是他所倡导的“大胆假设ꎬ小心求

证”的“科学方法”ꎮ〔３６〕 但也有人表示无可奉告ꎬ
比如钱锺书夫人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
文中ꎬ就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记述:“一次ꎬ我听他

在电话里ꎬ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ꎬ假如你吃

了个鸡蛋觉得不错ꎬ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

呢?” 〔３７〕

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钱锺书伟大的谦虚ꎬ亦或

是他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ꎮ 但对于研究者

来说ꎬ我们却不仅要认识母鸡ꎬ而且还想看看它

的营养结构ꎮ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体的成长

与摄入的食物有关ꎬ精神的成长也是如此ꎮ 有些

人精神茁壮是因为吃了常人吃不到的补品ꎬ比如

机缘巧合ꎬ读到常人难见的内部资料ꎻ或者是得

了什么海外仙丹ꎬ比如精通外文ꎬ优先获得域外

文化的滋养ꎬ这些都是我们想探听明白的ꎮ 其

实ꎬ正如曹聚仁所指出ꎬ无论何时何地的学者ꎬ对
于青年都有两种恩赐:一是“运用精利的工具ꎬ辟
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ꎻ二是“站在前面ꎬ指引途

径ꎬ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ꎮ〔３８〕 不过也确有一

部分学者ꎬ面对面交流ꎬ往往秘而不宣ꎬ但却愿意

印刷出来ꎬ供大众学习ꎮ 这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

文化现象ꎮ 然而不管怎样ꎬ只要他把文字印刷出

来ꎬ我们就可以收获曹聚仁所说的那两种“恩

赐”ꎮ
第三ꎬ学人日记ꎮ 与自传和回忆不同ꎬ日记

会给我们另外一种阅读体验ꎮ 事实上ꎬ除非如某

些天才人物在写日记的时候ꎬ就具有未卜先知的

本事ꎬ否则大部分的日记都是顺着时间之流写下

来的ꎮ 对日记主人来说ꎬ他可能计划着“未来”ꎬ
并且“未来”对当下也未必都是晦暗不明的ꎬ但
“未来”绝对不是“已知”的ꎮ〔３９〕 自传或回忆录就

不一样了ꎬ因为在写作的时候ꎬ“未来”是已被确

认的ꎬ这样传主就自然会筛选生命史中的材料ꎬ
并有意识地赋予它一个意义的框架ꎮ

由此可见ꎬ日记所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变迁会

更加真实ꎮ 比如ꎬ鲁迅就曾说过:“我本来每天写

日记ꎬ是写给自己看的ꎻ大约天地间这样写日记

的人们很不少ꎬ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ꎬ死了之后

便也会印出ꎬ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ꎬ因为他写的

时候不像做«内感篇» «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

子ꎬ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ꎮ” 〔４０〕 胡适的

日记也是如此ꎮ 余英时就曾指出:“胡适在美国

留学的七年(１９１０—１９１７ 年)是他一生思想和事

业的定型时期ꎮ” 〔４１〕 因此从这一部近 ８０ 万字的

«留学日记»中ꎬ我们就可以读到在异域文化中ꎬ
一个学人日常生活和精神成长的鲜活材料ꎬ读到

“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到七年的私人生活ꎬ内心

生活ꎬ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ꎮ〔４２〕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ꎬ读传记或回忆录就如同

—３１１—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阅读”问题



“倒放电影”ꎬ可从故事“梗概”中ꎬ直接摘取治学

经验ꎻ而读日记则如同 “顺看电影”ꎬ带着 “悬

念”ꎬ观察事态的演化ꎬ这样可以收获更多故事

“情节”ꎮ 当然ꎬ阅读日记的意义也不止于此ꎮ
事实上ꎬ几乎所有学者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私人

写作的前史ꎬ并且这种私人写作还往往与此后的

公开写作之间存有密切关联ꎮ 而日记则可以保

留这个“前史”的真实记录ꎮ 因此我们从日记中

看到的ꎬ就像画家画的不是画面ꎬ而是那画面形

成过程中的各种草图ꎻ又像摄影家拍到的不是人

体ꎬ而是那人体从受孕到发育和生成的全过程ꎮ
这可以说是阅读日记ꎬ我们所能得到的又一大收

获了ꎮ

五、读“课外书”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ꎬ工夫在诗外ꎮ”也就

是说ꎬ要精通一门学问ꎬ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涉

猎ꎮ 这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ꎮ 除此之外ꎬ对于

党史研究者来说ꎬ多读一些课外书籍ꎬ广泛涉猎

旁门知识ꎬ还有更多益处ꎮ 一是可以 “劳逸结

合”ꎮ 比如阅读党史书籍ꎬ劳累了ꎬ找点其他方面

的书来读ꎬ这样可以发挥大脑其他部分的功能ꎬ
以缓解它在这一方面的过度疲劳ꎮ 二是可以“博
采众长”ꎮ 比如研究党史问题ꎬ困住了ꎬ找点其他

学科的书来读ꎬ这样有利于打通“障塞”ꎬ收到

“他山之石ꎬ可以攻玉”的效果ꎮ 章学诚说:“夫
天下无全功ꎬ圣人无全用ꎮ 五谷至良贵矣ꎬ食之

过乎其节ꎬ未尝不可以杀人也ꎮ 是故知养生者ꎬ
百物皆可服ꎮ 知体道者ꎬ诸家皆可存ꎮ” 〔４３〕 所以

对于“课外书”ꎬ我们只要“知养生”“知体道”ꎬ就
可以读出它的妙处来ꎮ

第一ꎬ书可养性ꎮ 一般人太忙ꎬ有时候把性

灵都泯灭了ꎬ不单趋逐于热闹场中为不可ꎬ就是

沉溺在故纸堆中ꎬ弄得头昏脑胀ꎬ也会消耗读书

治学的初心ꎮ 这时候读些诗词歌赋ꎬ最能陶冶心

性ꎮ 曾国藩说他每日案牍劳形ꎬ而每夜必取诗文

高声诵读ꎬ这是很有道理的ꎮ 比如ꎬ他在一则日

记中写道:“夜二更后ꎬ眼痛ꎬ腰痛ꎬ幸时时以苏

诗、陆诗讽咏自娱ꎮ” 〔４４〕 这种自娱也不单是为了

消磨时光ꎬ而是其经史之外所必修的“课业”ꎮ
曾国藩甚至认为ꎬ要“开拓心胸ꎬ扩充气魄ꎬ穷极

变态ꎬ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

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ꎮ〔４５〕

与曾国藩一样ꎬ马克思也有读“课外书”的

习惯ꎮ 马克思爱读海涅和歌德的诗ꎬ爱读埃斯库

罗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ꎬ他也很喜欢看小说ꎬ而
且有时是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ꎬ轮流阅读ꎮ 除此

之外ꎬ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ꎬ那
就是演算数学ꎬ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一种安慰

剂ꎻ在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ꎬ他总是借此自慰ꎮ
例如在夫人燕妮病危的日子里ꎬ马克思已不能再

继续照常工作ꎬ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ꎬ他只有把

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安宁ꎮ〔４６〕 曾国藩

和马克思的例子ꎬ都能很好说明作一些其他“功
课”ꎬ可以起到收心养性的效果ꎮ

不过读“课外书”可以养性ꎬ但也可以移性ꎮ
比如毛泽东早年的阅读经历ꎬ就是一个例证ꎮ 他

说:“我熟读经书ꎬ可是不喜欢它们ꎮ 我爱看的是

中国旧小说ꎬ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ꎮ 我很小的

时候ꎬ尽管老师严加防范ꎬ还是读了«精忠传»
«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ꎮ” 〔４７〕 这些

“课外书”ꎬ对毛泽东的影响的确很大ꎬ他后来在

革命中的许多创举ꎬ也都源于早年阅读中收获的

灵感ꎮ〔４８〕只是这种“移性”是我们乐于见到的ꎮ
但也有的“移性”是要我们引以为戒的ꎮ 这使我

想起«红楼梦»里薛宝钗的话ꎮ 她说:“男人们读

书明理ꎬ辅国治民ꎬ这便好了ꎮ 只是能有几个这

样? 读了书倒更坏了ꎮ 这是读书误了他ꎬ可惜他

倒把书糟踏了”ꎮ〔４９〕事实上ꎬ在党史研究中ꎬ也确

有一些人读了“课外书”后ꎬ养成了“捕风捉影”
的习惯ꎬ喜欢用“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ꎬ去研

究党史事件ꎬ去分析党史人物ꎮ 这真是“读书误

了他”ꎬ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ꎮ
第二ꎬ书可医愚ꎮ 黄宗羲说:“学则智ꎬ不学

则愚ꎮ” 〔５０〕这句话用在读“课外书”上也很妥帖ꎮ
因为当局者有时反而糊涂ꎬ不如旁观者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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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ꎬ所以换个脑筋ꎬ也许更容易解决问题ꎮ 再进

一步说ꎬ“天下同归而殊途”ꎬ我们也不能“专己

守残”ꎬ对其他知识“束书不观”ꎮ 至于那种“入
主出奴”的学科偏见ꎬ就更不可取了ꎮ 古时候有

个笑话说ꎬ寺中塑三尊像ꎬ先儒、次释、后道ꎮ 道

士见了ꎬ马上把老君移入中位ꎮ 和尚见了ꎬ则把

佛祖移到中位ꎮ 读书人见了ꎬ又将孔子移回中

位ꎮ 三圣只得彼此安慰说:“我们原是好好的ꎬ却
被这些小人搬来搬去ꎬ搬坏了ꎮ”我们切不可再做

这样的蠢事了ꎮ
事实上ꎬ多读“课外书”ꎬ就如同给我们多配

了几副“好眼镜”ꎮ 前文提到顾颉刚说要配上两

副镜子ꎬ现在看来那个“望远镜”还要讲得更具

体一些ꎮ 就党史研究来说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文学和哲学的眼镜ꎬ都是必须具备的ꎮ 在学

术研究中ꎬ这叫作跨学科研究ꎮ 譬如我们研究毛

泽东ꎬ毛泽东的文史哲是贯通的ꎬ如果我们不具

备这方面的知识ꎬ就很难读懂毛泽东ꎮ 再如我们

研究一个具体问题ꎬ譬如民生问题ꎬ没有经济学

知识ꎬ没有社会学知识ꎬ我们的讨论就只能浮在

表面之上ꎮ 总之ꎬ社会历史是复杂的ꎬ人生命运

是多变的ꎬ我们只有多配上几副“好眼镜”ꎬ才能

看得真切ꎬ才能做到“双眼自将秋水洗ꎬ一辈不受

古人欺”ꎮ
当然ꎬ读“课外书”ꎬ也不能因此而走向极

端ꎮ 章学诚说:“以学问文章ꎬ徇世之所尚ꎬ是犹

既饱而进粱肉ꎬ既暖而增狐貉也ꎮ” 〔５１〕 也就是说ꎬ
读书治学ꎬ如果一味逐新趋异ꎬ就如同穿衣吃饭ꎬ
饱了还贪美食ꎬ暖了还加皮衣一样ꎮ 这是“书呆

子”才会干出的傻事ꎮ 所以ꎬ读“课外书”ꎬ也需

有个“主心骨”ꎮ 有之ꎬ则如张旭学书ꎬ见公孙大

娘舞剑ꎬ便能有所感悟ꎻ无之ꎬ则如燕人学步ꎬ结
果“失其故行”ꎬ只好“匍匐而归”了ꎮ 对于这一

点ꎬ我们也是需要牢记于心的ꎮ 否则ꎬ种着别人

的田ꎬ结果荒了自己的地就不好了ꎮ
第三ꎬ书在躬行ꎮ 陆游还有一首教子诗ꎬ叫

«冬夜读书示子律»ꎮ 诗中说:“古人学问无遗

力ꎬ少壮工夫老始成ꎮ 纸上得来终觉浅ꎬ绝知此

事要躬行ꎮ”这也表明一个人读书ꎬ须在两个方面

下功夫ꎮ 一是纸上功夫ꎬ要“无遗力”ꎻ二是纸下

功夫ꎬ要有“躬行”ꎮ 这个“躬行”就是实践ꎬ读无

字之书的意思ꎮ 这是一种特殊的“课外书”ꎬ我
们要利用它来检验书本知识ꎬ并通过它将已学知

识化为己有ꎬ为己所用ꎮ
毛泽东早年就十分重视读这种无字之书ꎮ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古者为学ꎬ重在行事”ꎬ
“闭门求学ꎬ其学无用ꎬ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

学之ꎬ则汗漫九垓ꎬ遍游四宇尚已ꎮ”在这本听课

笔记中ꎬ毛泽东还谈到对“才”的看法:“才者经

济之谓也ꎮ 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ꎬ有从阅历一方

得者”ꎮ〔５２〕这表明一个人获得才干ꎬ不仅要注重

书本知识ꎬ读有字之书ꎬ而且还要注重社会实践ꎬ
读无字之书ꎮ 对此ꎬ马克思讲得更为直接ꎬ他说

如果一个学者放弃参加社会活动ꎬ或像“乳酪里

的蛀虫”那样ꎬ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或实验室里ꎬ远
离当代生活和政治斗争ꎬ那就把自己毁了ꎮ〔５３〕

其实ꎬ对党史研究者来说ꎬ多读无字之书ꎬ还
有两大益处ꎮ 一是可以丰富阅历ꎬ更好地阅读党

史书籍ꎮ 清代文学家张潮说过:“少年读书ꎬ如隙

中窥月ꎻ中年读书ꎬ如庭中望月ꎻ老年读书ꎬ如台

上玩 月ꎮ 皆 以 阅 历 之 浅 深ꎬ 为 所 得 之 浅 深

耳ꎮ” 〔５４〕二是可以积累经验ꎬ更好地讲述党史故

事ꎮ 黑格尔也说过ꎬ对于同一句格言ꎬ出自饱经

风霜的老人之口和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ꎬ
其意指和内涵是不同的ꎮ〔５５〕 事实上ꎬ今天的中国

共产党已经由幼年走向了成熟ꎬ他不再是一个懵

懂少年ꎬ而是一位阅历丰富、经验丰富的德高望

重的长者了ꎮ 我们若不多一点阅历和经验ꎬ又怎

能讲出他的那种“饱经风霜”的味道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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