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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的理论体系、编撰“书法”、创作实践等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ꎬ或存在误读ꎮ
通过对梁启超著述中有关年谱编撰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得知ꎬ梁启超的年谱观既在理论上承继了“史界革命”
倡导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观点ꎬ又在编撰“书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ꎬ这种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
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ꎬ为尔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向ꎬ也影响了文学史写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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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０ 年ꎬ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在投身成立公

学社、承办上海中国公学、组织讲学社之余ꎬ以半

个月的时间撰写了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清代学

术概论»ꎬ尔后直至逝世前ꎬ又先后撰著了«中国

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

研究法补编»等多部史学论著ꎮ 这些史学论著中

多次提及年谱编撰的重要性ꎬ如:“方志ꎬ一方之

史也ꎻ族谱家谱ꎬ一族一家之史也ꎻ年谱ꎬ一人之

史也ꎮ 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ꎬ而年谱之效用ꎬ
时极宏大”ꎻ〔１〕“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ꎬ
大率皆精诣之作”ꎻ〔２〕 “年谱在人的专史中ꎬ位置

极为重要”ꎻ〔３〕“倘使做成了年谱ꎬ以后做别的历

史ꎬ便容易多了”ꎮ〔４〕 在此期间ꎬ梁启超还撰著了

«陶渊明»«先秦学术年表»«辛稼轩先生年谱»等

与年谱、传记相关的论著ꎬ尤其是«辛稼轩先生年

谱»成为梁启超倾注大量心血的绝笔之作ꎮ 梁启

超晚年对年谱这一文体形式的偏爱体现了他的

史学观导向ꎬ他关于年谱编撰的意义及方法的言

论ꎬ也成为百年来编撰作家年谱时所遵循的重要

理论依据ꎮ
那么ꎬ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是如何做到搜罗

材料之宏博、爬梳史实之丰富、考辨真伪之精严?
如何通过一人之史管窥时代之变ꎬ使年谱兼具史

料贡献与研究价值? 如何通过对谱主材料的编

撰复原文坛风貌ꎬ呈现更多丰富的文学史细节?
这是编撰作家年谱时亟待思考的问题ꎮ 学界常

引述梁启超年谱观的个别言辞ꎬ却未进行系统探

讨ꎬ或存在误读ꎮ 系统梳理梁启超的年谱观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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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讨其学术史意义ꎬ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ꎬ这
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ꎮ

一、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理论体系

自宋代吕大防编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
赵子栎编撰«杜工部年谱»开始ꎬ年谱作为记述

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载体ꎬ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

视ꎮ 宋代的年谱谱主多为政治家、学者或其他知

名人士ꎬ年谱的关注焦点多为谱主的生平事迹及

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功业成就、学术之路、品德行

踪等方面ꎮ 到了年谱编撰极为流行的明清两代ꎬ
达到“附庸蔚为大国”的盛况ꎮ 梁启超撰写«中
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ꎬ始将“年谱”作为人的专

史的五种类别(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之
一ꎬ认为年谱不同于列传叙述人物事迹ꎬ可不遵

循时间先后的自由排列ꎬ而是“叙述一生事迹ꎬ完
全依照发生前后ꎬ一年一年的写下去ꎬ不可有丝

毫改动”ꎮ〔５〕年谱的编撰动机是为了便于更好地

阅读、理解诗文ꎬ呈现与诗文相关的人物生平、时
事背景、社会关系ꎮ 梁启超首创性地阐述了年谱

的种类、年谱的体系、年谱的格式、做年谱的益处

等一系列概念ꎬ并分门别类地针对年谱编撰过程

中每个环节的具体方法论ꎬ构建了一整套关于文

学家、学者年谱编撰的理论体系ꎮ
其一ꎬ年谱的种类ꎮ 梁启超认为ꎬ年谱从编

撰者角度可分为自传和他传ꎬ自传年谱能省却考

据功夫ꎬ他传年谱后出的常胜过先出的ꎻ从谱主

的现有材料基础来看ꎬ可分为创作的和改作的ꎬ
创作的年谱须构筑完整的年谱框架ꎬ改作者仅须

对已有年谱进行增订删改ꎻ从年谱与文集的关系

切入ꎬ可分为附见的和独立的ꎬ列传与附见的年

谱须简切ꎬ专传与独立的年谱须宏博ꎻ从谱主事

迹材料真伪的视角ꎬ则包括平叙和考订两种方

式ꎬ平叙年谱的工作在于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

严、叙述的翔实ꎬ考订的年谱则要从各处钩稽谱

主事迹ꎬ订讹现有记载的故意污蔑或观察错误ꎮ
其二ꎬ年谱的记载体例及具体做法ꎮ 梁启超

认为ꎬ年谱的编撰格式通常包括直叙谱主的直接

活动、时事、诗文目录的最简单的平叙体ꎬ以及对

所述谱主事迹的具体情形、意义进一步记述的稍

严格的纲目体ꎻ记载时事要根据谱主的发展趋向

详简得当ꎬ交代谱主的时代背景ꎻ记载谱主生活

中所交往的人ꎬ既要聚焦谱主的家族ꎬ又要注意

师友生徒亲故ꎻ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ꎬ视年谱体

裁独立成书则载重要文章ꎬ而附见文集的年谱则

不载文章的标准灵活掌握ꎻ考证方面则为谱主距

离编撰者年代愈远ꎬ考证工夫愈加重要ꎬ但可以

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ꎬ只写出考证的结构即可ꎮ
梁启超在论述构建自己的年谱理论体系时ꎬ

还通过引入冯辰«李恕谷年谱»、李贽«王阳明年

谱»、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王文诰«苏东坡年

谱»ꎬ顾栋高、蔡上翔分别编的«王荆公年谱»等ꎬ
以及梁启超自己编撰的«陶渊明年谱» «朱舜水

年谱»为例ꎬ剖析各自年谱的优点、不足及改进的

方向ꎬ尤其是针对编撰文学家年谱应如何处理文

学家与时势的关系ꎬ概述道:“文学家和时势的关

系ꎬ有浓有淡ꎮ 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

略ꎬ这是年谱学的原则ꎮ 我们应该观察谱主

是怎样的人ꎬ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ꎬ才可以定年

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ꎮ 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

的调剂ꎬ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ꎮ 总期恰乎

其当ꎬ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ꎬ 那就好

了ꎮ” 〔６〕也即是说在编撰文学家年谱的过程中ꎬ要
尤为重视文学家与时代的关系互动ꎬ不能把文学

家作为孤立于时代重大事件的局外人ꎬ重要的时

事变迁无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打下一定的烙

印ꎬ这些重大的事件理应纳入文学家的年谱编撰

体系中ꎮ 这种根据文学家与时势浓淡的关系来

决定记述时事详略的年谱编撰方式ꎬ可以说是梁

启超的首创ꎬ这与梁启超本人作为文人气息很浓

的学者ꎬ同时兼政治家的多重身份密不可分ꎮ
在构建年谱编撰理论体系时ꎬ梁启超无疑最

为关注文学家年谱的编撰特色ꎮ 在处理如何辑

录文学家的作品、如何做到详略得当等方面的问

题时ꎬ梁启超列举了编撰文学家年谱时可供参考

的范例:“记载文章的体例ꎬ«顾亭林年谱»最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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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ꎬ却在每年叙事既完

之后ꎬ附载那年所做诗文的篇目ꎮ 文集没有ꎬ别
处已见的遗篇逸文ꎬ知道是哪一年的ꎬ也记录出

来ꎮ 文体既很简洁ꎬ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

的先后ꎬ看文集时ꎬ有莫大的方便ꎮ 这种方法ꎬ很
可仿用ꎮ 篇目太多ꎬ不能分列ꎬ各年之下ꎬ可另作

一表ꎬ附在年谱后”ꎮ〔７〕 而在择取文学家的作品

时ꎬ要充分地考虑到文学家作品体裁的丰富性ꎬ
强调“替文学家做年谱的人不应偏取一方面的作

品纯文学家的年谱只能录作品的目录ꎬ不能

详录作品ꎬ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记载一二ꎮ
若录多了ꎬ就变成集子ꎬ不是年谱的体裁了”ꎮ〔８〕

显然ꎬ梁启超对于年谱编撰的章法、体例极为讲

究ꎬ文学家年谱编撰的求真求全与梁启超的史学

理念是一以贯之的ꎮ “求得真事实” “予以新意

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ꎬ是梁启

超所致力于追求的史学研究目的ꎮ〔９〕尽管后人常

批评梁启超的论学内容多有疏忽ꎬ但从梁启超的

年谱观来看ꎬ其对年谱编撰作为一种典型的历史

研究所具备的通过钩沉法、正误法、搜集排比法、
联络法等方法来保证历史事实之真实是深信不

疑的ꎬ只是由于梁启超学术兴趣极为广泛、著书

立说的速度极快ꎬ造成了其史学著作的疏漏之

处ꎬ我们不能由此否定梁启超年谱观中对爬梳材

料之丰富、考辨材料之真伪的高度重视ꎮ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ꎬ梁启超驰骋在

多个学术领域内ꎬ创作了洋洒千万言的大作ꎬ“尤
以史学为大宗、为指归”ꎮ〔１０〕 早在 １９０２ 年ꎬ梁启

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ꎬ认为: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ꎬ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

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ꎬ则本国史学一科ꎬ实为无

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

事ꎬ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ꎮ 史界

革命不起ꎬ则吾国遂不可救”ꎮ〔１１〕 有研究者对此

曾敏锐地指出:“梁氏对新史学所应发挥的‘国
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社会作用的体

认ꎬ也是对其所从事的传记写作的内容与宗旨的

基本定位”ꎮ〔１２〕

于梁启超而言ꎬ这种以史学承担社会教化功

用的理念早在 ２０ 世纪之初就已提出ꎬ其在尔后

二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中ꎬ不断地强化、扩展、延
伸ꎬ创作了大量的传记作品ꎬ并开创了中国现代

新体评传体式ꎮ 年谱与传记相比较而言ꎬ虽同属

于人的专史的类别ꎬ但年谱比传记具有更多的客

观性与一目了然的特色ꎮ 谱主的选择以及与谱

主相关的历史事件、文人交游、文学作品等一系

列材料虽有“求得真事实”的旗号ꎬ但为达到“予
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 “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的目的ꎬ也就必不可少地打上当下语境与编撰者

自身诉求的烙印ꎬ这种内在的旨归与传记作品并

无二致ꎮ 此种意义上来看ꎬ梁启超晚年所构建的

年谱理论体系仍然受到了其早年所倡导的“史界

革命”的光辉烛照ꎬ并且“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

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ꎬ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

架结构材料ꎮ 从定义入手ꎬ经过论证ꎬ作出判断ꎬ
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ꎮ〔１３〕这种理念既

表现在包括年谱理论体系在内的史学著作本身

的研究方式ꎬ又体现在梁启超年谱观的构建中ꎮ

二、梁启超年谱观的述学“书法”与白话写作方式

梁启超逝世后ꎬ其及门弟子谢国桢在谈到其

文章风格时指出:“按先生少年之文ꎬ以豪迈胜ꎻ
及夫壮年治学ꎬ以系统条理见长ꎬ故恒亦有疏忽

之愆ꎻ及夫晚年ꎬ则由提要钩玄ꎬ一变而为精湛纤

密之作ꎬ而文则情韵不匮ꎬ真迫东汉”ꎮ〔１４〕 年谱编

撰作为梁启超晚年史学论著中关注的焦点之一ꎬ
其倡导通过“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保证年

谱提要钩玄的史料价值ꎬ那么对于年谱的“书

法”问题ꎬ如何做到叙述的翔实ꎬ如何使得客观平

叙的年谱兼具“情韵不匮”? 梁启超显然为此进

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尝试ꎮ
在当下大力推进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学科史

料建设的进程中ꎬ年谱编撰以其资料的丰富性、
史料的可靠性备受推崇ꎬ但一些学者在论述年谱

这种研究范式的长处之时ꎬ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

“年谱研究”是一种“述而不作”的体例ꎬ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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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春秋笔法”ꎮ〔１５〕 这显然是对梁启超年谱观述

学“书法”的一种误读ꎮ 梁启超认为年谱体裁的

好处在于 “将生平行事ꎬ 首尾毕见ꎬ 巨细无

遗”ꎮ〔１６〕虽然只是“据事直书ꎬ不必多下批评”ꎬ但
“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ꎬ或对于谱主有特别的

看法ꎬ批评几句也不要紧”ꎮ 梁启超进一步表明

观点: “与其用自己的批评ꎬ不如用前人的批

评”ꎮ〔１７〕在论述年谱编撰的书写章法时ꎬ梁启超

只是强调相对客观地呈现ꎬ并非年谱家完全“失
语”ꎬ可以通过材料的择取“引而不评”ꎬ或者加

以适当的评述ꎮ 这种倡导显然不是一些评论者

所认为的梁启超年谱观中“述而不作”的“春秋

笔法”ꎬ当然也不同于梁启超早年提倡“史界革

命”时师法欧西的新体评传方式ꎮ
梁启超在 １９０２ 年著述«新史学»时曾谈到

“书法”问题ꎬ他显然并不赞同中国传统史著的

“春秋笔法”ꎬ认为“咬文嚼字ꎬ矜愚饰智ꎬ龈龈于

总小功之察ꎬ而问无齿决者哉”ꎬ推崇西方那些

“以悲壮淋漓之笔ꎬ写古人之性行事业”的«英雄

传»«罗马史»的笔法ꎮ〔１８〕 梁启超在后来创作«南
海康先生传» «李鸿章»等传记作品时很明显地

摒弃了传统的纪传体式ꎬ而效仿西式评传体ꎮ 这

种自主添加议论成分的“专传”写作方式体现在

梁启超创作于 ２０ 世纪头十年的大量传记作品

中ꎮ 正如胡全章所评述的ꎬ“作为一个有强烈政

治情怀的学问家和文学家ꎬ梁启超的传记文写作

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ꎬ其传记作品的创作旨趣可

总括为‘明朝局’、‘振民气’、‘厉国耻’、‘新吾

民’ꎮ 这一创作主旨ꎬ鲜明地体现在梁启超对传

主的选择上”ꎮ〔１９〕 而晚年的梁启超专心治史ꎬ编
撰文学家年谱之时ꎬ无论是其史学论著ꎬ抑或是

谱主的选择上ꎬ都更多地倾向于由学术风气或自

我境况的感慨而著书立说ꎬ已与青年时期的壮志

凌云有所不同ꎬ但那种文笔的锐气并未完全泯灭ꎮ
梁启超在 １９２２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ꎬ同样谈到了“史家的文章技术”ꎬ认为文采方

面要兼顾“简洁”与“飞动”ꎬ即使是史著文章ꎬ
“若不能感动人ꎬ其价值就减少了”ꎬ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之所以让读者百读不厌ꎬ功力在于

笔法的飞动ꎮ〔２０〕 尔后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出版的«中国

历史研究法补编»中ꎬ梁启超在探讨年谱观的理

论体系时ꎬ认为年谱的编撰同样有一定的规则和

章法ꎬ“谱主的事迹ꎬ不是罗列在一处的ꎬ我们必

须从许多处去找ꎻ找来了ꎬ不是都可以用的ꎬ我们

必须选择ꎻ择好了ꎬ不是都是真实的ꎬ我们必须辨

别ꎻ辨清了ꎬ不是都有年代的ꎬ我们必须考证ꎻ考
定了ꎬ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ꎬ我们必须用简洁

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ꎬ随后进一步表明年谱

与传不同ꎬ“即使作家的文章并不优美ꎬ只要通

顺ꎬ便绰绰有余了”ꎮ〔２１〕 从梁启超对史学述学的

“书法”技巧来看ꎬ其对文章情感的诉求随着时

间的推移在逐步地减弱ꎬ但文章所应具备的通顺

畅达等要求却并未因年谱的史料性之客观排列

而降低ꎮ
在表述谱主的个人行迹和著述时ꎬ如何在年

谱编撰体例上做到既 “详尽细致” 又 “选精择

粹”? 如何征引遴选谱主与同时代作家批评家关

系的材料? 如何呈现重大政治、历史、文化事件

尤其是文学事件对谱主的影响? 这些正是年谱

家编撰年谱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ꎮ 梁启超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知人论世”的概念

时认为:“论世者何? 以今语释之ꎬ则观察时代之

背景是已ꎮ 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ꎬ于纵

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ꎮ 苟离却社会与时代ꎬ而凭

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ꎬ则必多

不可了解者ꎮ 未了解而轻下批评ꎬ未有不错误

也ꎮ 故作史如作画ꎬ必先设构背景ꎬ读史如读画ꎬ
最要注察背景”ꎮ〔２２〕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论

述时代之“人”时ꎬ不能妄下结论ꎬ要充分铺排时

代背景的历史史实ꎮ 这与青年时期的梁启超所

倡导的以“悲壮淋漓之笔”全面评述传主时代之

历史ꎬ显然已有所不同ꎮ 同样在 １９２２ 年ꎬ由胡适

编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也问世了ꎮ 胡适在编

撰年谱时ꎬ其年谱观与梁启超有一定的类似处ꎬ
认为“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ꎬ还要写出他的

学问思想的历史”ꎮ〔２３〕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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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梁启超阐释“谱牒学”时认为:“欲为一名人

作一佳谱ꎬ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

文学家言ꎬ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ꎬ贯穴

钩稽ꎬ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ꎬ随后褒奖了胡适的

«章实斋先生年谱» “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

(吾尚嫌其未尽)ꎬ并及其时代思潮ꎮ 凡此诸作ꎬ
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ꎮ〔２４〕

然而ꎬ梁启超的年谱观与胡适也不尽相同ꎬ
关于年谱编排时如何处理批评家的评述文章ꎬ以
及年谱家是否融入评述话语的问题ꎬ梁启超就曾

以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为例ꎬ认为“胡适之

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ꎮ 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

解ꎬ但我总觉得不对ꎬ 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

轨”ꎮ〔２５〕而胡适本人在年谱编撰的“书法”上则改

变了以往年谱 “单记行事” 和专事谀颂的 “正

则”ꎬ注重发掘学者谱主的学术思想ꎬ批评学者思

想上的不足之处ꎬ同时引述了关于谱主的种种议

论并加以评述ꎬ表明自己的观点ꎮ〔２６〕 如此看来ꎬ
梁启超年谱观的述学“书法”与胡适相比ꎬ看似

相对较为保守ꎬ但梁启超并非对年谱编撰中的年

谱家观点的流露完全持反对意见ꎬ而是认为年谱

家“把自己的见解ꎬ做成叙文ꎬ或做附录ꎬ专门批

评谱主的一切ꎬ那么ꎬ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ꎬ
也不相妨了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ꎬ尽可作

为附录ꎬ不可插入本文”ꎮ〔２７〕也即是说ꎬ梁启超与

胡适相比ꎬ更讲究年谱编撰时须遵循严格的章

法ꎬ其所推崇的是述学“书法”的规范化ꎬ但在构

建年谱观的理论体系时也选择性地汲取了胡适

的观点ꎮ
与此同时ꎬ梁启超年谱观的述学形式倡导白

话写作方式ꎮ 梁启超早在世纪之交提倡“文界革

命”时ꎬ就认为德富苏峰的著作“其文雄放隽快ꎬ
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ꎬ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

者ꎮ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ꎬ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

也”ꎮ〔２８〕尔后ꎬ梁启超在 １９２０ 年撰写的«清代学

术概论»中指出:“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ꎮ 幼

年为文ꎬ学晚汉魏晋ꎬ颇尚矜炼ꎻ至是自解放ꎬ务
为平易畅达ꎬ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ꎬ纵笔

所至不检束ꎮ 学者竞效之ꎬ号新文体ꎻ老辈则痛

恨ꎬ诋为野狐ꎻ然其文条理明晰ꎬ笔锋常带情感ꎬ
对于读者ꎬ别有一种魔力焉ꎮ” 〔２９〕 这段话中ꎬ梁启

超对自己报章文字的特点及其影响作了简要的

概括与说明ꎬ即他所倡导的“新文体”ꎮ 仅就“文
界革命”所追求的新文体而言ꎬ内容及所指并非

单一的ꎬ既可以理解为针对桐城派古文的报章

体ꎬ又可以像梁启超本人那样理解为“新文学”ꎬ
即“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ꎮ 梁启超在其

史学著作中ꎬ也将这种新语体贯通始终ꎬ报人徐

凌霄曾评述梁启超:“世人所认为真正之梁文ꎬ大
抵皆以«新民丛报»所作为标准也ꎮ 其用语体文

于学术之演讲ꎬ及整理旧艺之著作ꎬ亦出于自然ꎮ
以新语体自有显白条理之特长ꎮ 此系实用问题ꎬ
贵得其便”ꎮ〔３０〕

于梁启超而言ꎬ这种运用新语体、白话写作

的方式已融于其写作方式之中ꎬ因此即便是在编

撰年谱之时ꎬ面对的是古人之生平材料、古人之

文章评论ꎬ梁启超在辑录叙述之时ꎬ语言表述上

力倡“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ꎬ〔３１〕

对于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ꎬ都汇辑作附录ꎬ
使得读者阅读明白ꎬ以了解谱主的真性情ꎬ力求

平实中有震撼、有感动ꎮ 正如陈平原所认为的ꎬ
借助“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互补、政论文

章与历史著述的钩连ꎬ发现史家风范与文人习气

并非势不两立ꎬ梁启超所积极实践的“史界革

命”ꎬ其“论学文字”仍然是“极宜着意修饰”ꎮ〔３２〕

三、梁启超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在 １９２２ 年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ꎬ
１９２４ 年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时ꎬ已对

年谱编撰进行了一些思考ꎬ只是尚未形成系统的

理论体系ꎮ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１９２７ 年 ５ 月ꎬ梁启超

在清华大学续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ꎬ通
过讲义的形式探讨了各种专史的研究及写作方

法ꎬ一部分刊登在«清华周刊»第 ２６ 卷上ꎬ其余部

分后来才编辑成书ꎮ 而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期间ꎬ
梁启超也撰写了有关陶渊明、朱舜水、辛稼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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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或年谱ꎮ 可以说ꎬ梁启超在构建年谱观的过

程中结合自己的编撰实践ꎬ不断地调整、补充ꎬ这
样就使得其年谱观更具实践操作性ꎮ 这种年谱

观的学术史意义之一在于创制了年谱的新体例ꎮ
在梁启超之前ꎬ学术界虽不断地有年谱问世ꎬ却
从未有系统的年谱理论ꎬ只能在一些史学家的著

作中找到有关年谱观的只言片语ꎬ梁启超通过溯

源式分析了年谱自诞生以来在各个时期的状况ꎬ
并对学界知名度较高的几十种年谱的优缺点进

行了系统评述ꎬ建构了一整套关于年谱的种类、
体例、格式、益处等层面的理论体系ꎬ对具体操作

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又结合实例进行了剖析

式解读ꎬ向读者表明不同年谱种类所适合的谱主

情形ꎬ尤其对文学家年谱的编撰进行了详尽介

绍ꎮ 当中所提到的“搜罗的丰富、去取的精严、叙
述的翔实”也成为后来年谱编撰时所借鉴的方

法ꎮ
梁启超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之二在于由文

学家年谱沟通了文学史研究ꎮ 年谱不仅是对谱

主本人的研究ꎬ好的作家年谱应该是了解一个时

代文学整体风貌的窗口ꎬ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作家

的成长环境与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ꎬ
整理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ꎬ复原

当时文坛复杂的网络结构ꎮ 梁启超在«陶渊明»
自序中指出:“欲治文学史ꎬ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

之作者ꎬ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ꎬ了解其

特征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ꎮ 吾夙有志于是ꎮ
所从鹜者众ꎮ 病未能也ꎮ” 〔３３〕 由此看来ꎬ梁启超

所编撰的年谱与撰写的人物传记在具体写作手

法上虽有所不同ꎬ但同属于其晚年的史学成果ꎬ
学术思想的根基是一致的ꎮ 无论编撰年谱ꎬ抑或

写作人物传记ꎬ梁启超在学术意义上所致力的最

终是文学史研究ꎮ 梁启超在总结年谱编撰经验

时指出:“替一人做年谱ꎬ先须细查其人受了时事

的影响多大ꎬ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ꎮ 标准

定了ꎬ然后记载才可适宜人”ꎮ〔３４〕于作家而言ꎬ不
同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时代潮流的濡染、重大

文学事件的波及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

家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ꎬ流淌在其笔端的文字

也被打上了一定的烙印ꎮ 这种以一人之史管窥

一时代之变迁ꎬ进而切入文学史研究的方式ꎬ在
当下大力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领域ꎬ同样适用ꎮ 这种由作家年谱

入手的研究方式ꎬ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史学

化进程ꎮ
梁启超年谱观的学术史意义之三在于引领

了年谱编撰风气ꎬ并为 ２０ 世纪以来的年谱编撰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ꎮ 如果说前半生的梁

启超以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名声大噪ꎬ那么后半生

的梁启超则因其文学及学术成就而在文史学界

流芳百世ꎮ 自梁启超编撰«陶渊明» «朱舜水先

生年谱»«辛稼轩先生年谱»ꎬ胡适之编撰«章实

斋先生年谱»年谱之后ꎬ其他的作家、学者年谱也

在不断地编撰中ꎬ如李俨编撰的«梅文鼎年谱»
«李善兰年谱»、朱自清编撰的«李贺年谱»、吴晗

编撰的«胡应麟年谱»、刘盼遂编撰的«段玉裁先

生年谱»等ꎮ 尔后ꎬ鲁迅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

文章ꎬ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ꎬ倘要知人论世ꎬ是非

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ꎬ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

行ꎬ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种的消

息”ꎻ〔３５〕王瑶提出:“由年谱入手ꎬ钩稽资料ꎬ详加

考核ꎬ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ꎻ〔３６〕 夏承焘

认为:“年谱一体ꎬ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ꎬ
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ꎬ诚史学一长术也”ꎮ〔３７〕

乃至新时期以来ꎬ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现代

文学学科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史料辑轶整理

队伍ꎬ如丁景唐、马良春、朱金顺、陈子善、刘增

杰、陈梦熊、解志熙、张桂兴等在史料建设方面卓

有成效的学者ꎬ他们群策群力ꎬ使得鲁迅、周作

人、茅盾、郑振铎、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老舍、
冰心、胡风、冯雪峰、丁玲、废名、朱自清、沈从文、
穆旦、冯至等作家都有了自己的年谱ꎮ 当代文学

史研究领域ꎬ程光炜多次呼吁“当代作家年谱的

编撰拖延不得”ꎬ〔３８〕 林建法主编的“«东吴学术»
年谱丛书”、武新军策划的“中国当代重要作家

年谱丛书”ꎬ〔３９〕 陆续推出了莫言、铁凝、苏童、阿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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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阎连科、范小青、余华、汪曾祺、韩少功、贾平

凹等作家的文学年谱著作ꎬ柳青、路遥、陈忠实、
高晓声等作家的文学年谱也已问世ꎮ 而纵观这

些作家年谱ꎬ能惊奇地发现当中的编撰理论皆来

自于百年前梁启超所构建的年谱观ꎮ 作家年谱

编撰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材料梳理本身ꎬ更是一

种“相对客观的、却又带着生命温度与积存的纵

向个人文学史ꎬ拖着其长长的历史背影与文坛编

年史相结合ꎬ或许能够呈现文学史的另一副面

貌”ꎮ〔４０〕

综合分析来看ꎬ通过对梁启超发表的有关年

谱方面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ꎬ结合梁启超的学

术发展脉络得知ꎬ梁启超的年谱观在理论上既承

继了其早年倡导“史界革命”发挥新史学的社会

功用ꎬ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理念ꎬ编撰“书
法”上与新体传记文同具通顺畅达的特征ꎬ语言

上则以白话见长ꎬ并把这种年谱观付诸编撰实

践ꎮ 这种年谱观承续的正是梁启超“史界革命”
“文界革命”中的一些核心理念ꎬ并汲取了胡适

等人的观点ꎬ开创性地构建了年谱的理论体系ꎮ
梁启超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

引领了清末民初的年谱编撰风气ꎬ也为尔后的年

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ꎮ 年谱的编撰

是一项极其辛苦却难免出现错漏的工作ꎬ然而这

种工作对于浩大的史料工程建设ꎬ对于文学史研

究无疑有着筚路蓝缕之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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