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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了故事捡了故事，，丢了历史丢了历史
————谈谈今天我们如何谈谈今天我们如何避免误读历史避免误读历史 □□丁晓平丁晓平

文学创作永远无法回避历史问题文学创作永远无法回避历史问题。。因此因此，，在在

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盛行的当下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盛行的当下，，在微观历史在微观历史、、

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丰富的今天口述史和非虚构写作丰富的今天，，我们的历史写我们的历史写

作和历史阅读作和历史阅读，，已经呈现了一种已经呈现了一种““捡了故事捡了故事（（微观微观

的局部的片段或细节的局部的片段或细节），），丢了历史丢了历史（（宏观的整体的宏观的整体的

过程和因果过程和因果））””的现象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其

实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实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写—写

什么什么、、怎么写和读什么怎么写和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怎么读的问题。。对于写对于写

作和阅读作和阅读，，写什么和读什么或许不必操心写什么和读什么或许不必操心，，因为因为

对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来说对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来说，，什么都可以读什么都可以读，，什么什么

也都可以写也都可以写，，可怎么读可怎么读、、怎么写却是一门学问怎么写却是一门学问，，这这

里有情感里有情感、、有立场有立场、、有哲学有哲学、、有思想有思想，，有一点还是有一点还是

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那就是还要有科学和理性那就是还要有科学和理性———既要—既要

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又要恰如其分。。

精神有领袖精神有领袖，，历史无先知历史无先知。。要做到正确的历要做到正确的历

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史写作和历史阅读，，或者说如何避免误读历史或者说如何避免误读历史，，

笔者结合自己的历史写作和阅读经验笔者结合自己的历史写作和阅读经验，，谈一点肤谈一点肤

浅的体会浅的体会，，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抛砖引玉，，期待诸位方家批期待诸位方家批

评指正评指正。。

一一、、不要轻易迷信权威不要轻易迷信权威，，要有要有
““吾爱吾师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但吾更爱真理””的怀疑的怀疑
精神精神

有人说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确的确，，

历史都是由人来书写的历史都是由人来书写的，，而且任何时代历史的记而且任何时代历史的记

录录，，都深受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当时写作环境都深受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当时写作环境、、价价

值观值观、、写作动机写作动机、、语言习惯和素质水平等因素制语言习惯和素质水平等因素制

约约，，有好坏之分有好坏之分，，有真伪之别有真伪之别，，甚至还有故意遮甚至还有故意遮

蔽蔽、、掩盖历史真相的掩盖历史真相的。。因此因此，，读史读史、、写史就必须学写史就必须学

会辨史会辨史，，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不能对某个历史不能对某个历史

事件事件、、某个历史问题某个历史问题，，听了某个所谓权威的一家听了某个所谓权威的一家

之言或一部专著之言或一部专著，，便急急忙忙倾心相信便急急忙忙倾心相信，，从而受从而受

到蒙蔽到蒙蔽，，陷入对所谓陷入对所谓““历史历史””的的““迷信症迷信症””，，误入歧误入歧

途途。。因此因此，，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必须提高警惕必须提高警惕，，

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历史的现场，，正视历史的局限和局限的历正视历史的局限和局限的历

史史，，辩证分析辩证分析，，不能照单全收不能照单全收，，既要在局限的历史既要在局限的历史

中观照过去中观照过去，，也要在历史的局限中展望未来也要在历史的局限中展望未来。。

当下诸多所谓的网红式的学术权威和大当下诸多所谓的网红式的学术权威和大VV、、

公知公知，，他们当中很多人既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他们当中很多人既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

系系，，也缺乏深厚的学术修养也缺乏深厚的学术修养，，还不愿还不愿““坐冷板凳坐冷板凳””，，

是不甘寂寞的是不甘寂寞的““半油篓子半油篓子””，，凭借自己在国家级研凭借自己在国家级研

究机构究机构、、院校院校、、媒体媒体、、基金会或其他有经济实力的基金会或其他有经济实力的

自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以自己不怪则怪的奇谈怪论和牢骚以自己不怪则怪的奇谈怪论和牢骚

满腹的情绪口水满腹的情绪口水，，采取与主流思想绝对对立的碎采取与主流思想绝对对立的碎

片化的观点片化的观点，，用自己武断用自己武断、、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

史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泄私愤泄私愤、、发雷音发雷音，，迎合和媚迎合和媚

俗受众的逆反心理俗受众的逆反心理，，或采取擦边球的形式尽冷嘲或采取擦边球的形式尽冷嘲

热讽之能事热讽之能事，，亵渎祖先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经典、、亵渎英雄亵渎英雄，，甚甚

至诋毁至诋毁、、诬蔑或歪曲中共党史诬蔑或歪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其真其真

实目的就是以言论实目的就是以言论、、出版自由的幌子煽风点火出版自由的幌子煽风点火，，

企图通过各种新媒体和社交平台企图通过各种新媒体和社交平台，，传播西方价值传播西方价值

观念和所谓宪政民主观念和所谓宪政民主，，做做““和平演变和平演变””的奴才的奴才。。比比

如如，，某本以某本以““国家国家””打头的人文历史杂志在未经笔打头的人文历史杂志在未经笔

者允许的情况下曾两次摘转本人著作者允许的情况下曾两次摘转本人著作《《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第一支笔第一支笔（（胡乔木传胡乔木传）》）》的内容的内容，，但令人想不到的但令人想不到的

是是，，他们在转载中竟然在本人著作中插入境外出他们在转载中竟然在本人著作中插入境外出

版物的文字版物的文字，，拼凑剪辑拼凑剪辑，，前后观点完全相反前后观点完全相反，，后被后被

人举报人举报，，不得不公开向社会和本人道歉不得不公开向社会和本人道歉。。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这是意大利著名

学者克罗齐学者克罗齐19171917年提出的一个命题年提出的一个命题。。当下当下，，““一一

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中国却被众多的公知们在中国却被众多的公知们

普遍地滥用和误读普遍地滥用和误读，，甚至已演变为甚至已演变为““一切历史都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是当代史””，，把把““真真””字丢了字丢了，，以致谬种流传以致谬种流传。。在他在他

们看来们看来，，““现实是从历史中来的现实是从历史中来的，，甚至现实很多顽甚至现实很多顽

症根治乎历史症根治乎历史，，欲知现实之所以然欲知现实之所以然，，离不开去历离不开去历

史里面寻踪史里面寻踪索秘索秘、、拔草寻蛇拔草寻蛇””，，似乎现实就是历似乎现实就是历

史的翻版或历史就是现实的预演史的翻版或历史就是现实的预演。。其实其实，，早在早在

19471947年年，，朱光潜先生在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克罗齐的历史学》》论文论文

中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中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就曾对这一命题就曾对这一命题

做了比较正确的解读做了比较正确的解读：：““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

历史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打动现实的兴

趣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过去史在我

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才获得它的历史

性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现时史……着重历史

的现时性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我我

们可以鉴古知今们可以鉴古知今，，可以资治通鉴可以资治通鉴，，可以从历史的可以从历史的

经验教训中找到一些方法经验教训中找到一些方法，，但现实中的问题但现实中的问题，，只只

能抓住现实中的矛盾来解决能抓住现实中的矛盾来解决，，在现实的发展中找在现实的发展中找

到答案到答案。。

二二、、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口
述史述史，，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要树立大是大非的大历史视
角角

如果说如果说““历史是平的历史是平的””，，这个这个““平平””就应该是公就应该是公

平正义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历史没有公平正义的历史，，绝对不是人类绝对不是人类

史史。。““不识庐山真面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一个人

的口述史的口述史，，只是一个人的只是一个人的，，他的想法他的想法、、看法看法、、说法说法，，

是否就是历史呢是否就是历史呢？？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

眼见不一定为实眼见不一定为实，，耳闻不一定为虚耳闻不一定为虚。。现象不是现现象不是现

实实，，现实也不等于历史现实也不等于历史。。历史人物亲见亲闻亲历历史人物亲见亲闻亲历

的的，，或许也只是历史的一种表象和瞬间或许也只是历史的一种表象和瞬间，，甚至在甚至在

那个历史的现场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自己竟然那个历史的现场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自己竟然

也被蒙在了鼓中也被蒙在了鼓中，，而而““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或许才是或许才是

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因为因为““小我小我””只是只是““大我大我””的一部分的一部分，，

有时候看似可有可无有时候看似可有可无，，却千钧一发四两拨千斤却千钧一发四两拨千斤。。

比如比如，，笔者历时数年采访创作完成了笔者历时数年采访创作完成了《《王明王明

中毒事件调查中毒事件调查》，》，以新发现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完以新发现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完

整澄清了歪曲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整澄清了歪曲污蔑中共和毛泽东的““第一谎言第一谎言””，，

被誉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发现和收获被誉为中共党史的重要发现和收获，，却竟然有人却竟然有人

在新浪网专门开设在新浪网专门开设““老行伍的博客老行伍的博客””（（http://http://

blog.sina.com.cn/u/blog.sina.com.cn/u/15723301441572330144），），扬言扬言““请丁请丁

晓平先生试吃砒霜晓平先生试吃砒霜、、水剂甘汞水剂甘汞、、来苏水和鞣酸来苏水和鞣酸

液……液……””其实其实，，王明子虚乌有的王明子虚乌有的““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仍被仍被

人不断复制人不断复制、、贩卖和炒作贩卖和炒作，，妄图从根本上动摇一妄图从根本上动摇一

个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它的公信力个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和它的公信力。。

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我们坚持大是大非我们坚持大是大非，，

走正道存大义走正道存大义，，既不能戴着显微镜放大历史的偶既不能戴着显微镜放大历史的偶

然然，，也不能戴着老花镜模糊历史的必然也不能戴着老花镜模糊历史的必然，，更不能更不能

戴着有色眼镜说东道西戴着有色眼镜说东道西，，王顾左右而言他王顾左右而言他。。历史历史

写作写作，，我们必须要寻找我们必须要寻找、、发现和呈现历史中最有发现和呈现历史中最有

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何谓最有价值的历史何谓最有价值的历史？？一一

句话句话，，就是推动民族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利于有利于

民族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

从近年来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状况来看从近年来的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状况来看，，

诸多文章明显缺乏理性诸多文章明显缺乏理性，，有的是完全在自说自有的是完全在自说自

话话、、喃喃自语喃喃自语，，有的是借机发泄个人恩怨有的是借机发泄个人恩怨，，有的甚有的甚

至在搬弄是非至在搬弄是非。。比如比如，，从这些年的所谓从这些年的所谓““民国热民国热””

来看来看，，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人物历史作品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国人物历史作品

和许多渲染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作品和许多渲染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作品，，以揭秘真相以揭秘真相

为噱头为噱头，，把蒋介石等民国人物描写成不可一世英把蒋介石等民国人物描写成不可一世英

雄和伟人雄和伟人，，很多都是很多都是““国粉国粉”“”“蒋粉蒋粉””的一家之言的一家之言，，

没有抓住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主流没有抓住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主流、、主题主题

和本质和本质。。他们大多以截取历史某个阶段或者段他们大多以截取历史某个阶段或者段

落的形式落的形式，，以局部否定全局以局部否定全局，，以段落否定整体以段落否定整体，，以以

偶然否定必然偶然否定必然，，不承认历史的内在规律不承认历史的内在规律，，逆历史逆历史

潮流妄图搞什么颠覆潮流妄图搞什么颠覆、、解构解构，，实质上就是否定历实质上就是否定历

史史。。在这方面在这方面，，比如历史教师袁腾飞等比如历史教师袁腾飞等，，他们以他们以

调侃调侃、、诙谐诙谐、、幽默的语言幽默的语言，，写出了诸如写出了诸如《《历史是个历史是个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这个历史挺靠谱这个历史挺靠谱》，》，不排除有一定不排除有一定

的新潮和新意的新潮和新意，，但其本质上的犬儒主义给青少年但其本质上的犬儒主义给青少年

带来了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带来了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再比如再比如，，在某超级在某超级

畅销书中竟然也发出了畅销书中竟然也发出了““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

泽东同时代泽东同时代””这样这样““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般的感叹般的感叹，，陷陷

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

当下当下，，一谈及文艺与政治一谈及文艺与政治，，许多人就许多人就““谈虎色谈虎色

变变””，，热衷热衷““去政治化去政治化””，，仿佛自己与政治没有关仿佛自己与政治没有关

系系。。其实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与

政治密切相关政治密切相关，，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拽着自己的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拽着自己的

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谁也不能离开政治谁也不能离开政治。。比如比如，，

许多学者许多学者、、教授对诸如袁世凯教授对诸如袁世凯、、胡兰成这些民国胡兰成这些民国

时期所谓时期所谓““反面人物反面人物””大搞大搞““平反运动平反运动””，，片面地夸片面地夸

大这些历史人物本身确实具有的历史进步作用大这些历史人物本身确实具有的历史进步作用，，

但往往却矫枉过正但往往却矫枉过正，，走向极端走向极端，，误导青少年学生误导青少年学生

和社会大众和社会大众，，以至于认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以至于认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

““运用强权运用强权，，恣意篡改恣意篡改、、隐瞒隐瞒、、阉割历史阉割历史””，，影响十影响十

分恶劣分恶劣。。这种带有私人情绪的学术研究活动具这种带有私人情绪的学术研究活动具

有很大的欺骗和负面作用有很大的欺骗和负面作用，，他们不仅没有看到历他们不仅没有看到历

史前进的脚步史前进的脚步，，而且没有理解历史研究而且没有理解历史研究““有经有有经有

权权””的道理的道理，，表面上摆出一种所谓表面上摆出一种所谓““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的

姿态姿态，，其实质上玩的却是其实质上玩的却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以达到以达到““政政

治目的治目的””。。

三三、、不要轻易对历史下结论不要轻易对历史下结论，，要要
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

人们常说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以史为镜””，，然而历史然而历史

失真与历史思维的偏差失真与历史思维的偏差，，往往导致文明的生命力往往导致文明的生命力

的下降的下降，，损害历史的镜鉴作用损害历史的镜鉴作用。。历史需要科学历史需要科学

的的、、深层的探究和客观的评价深层的探究和客观的评价，，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博学博学

之之，，审问之审问之，，慎思之慎思之，，明辨之明辨之，，笃行之笃行之””，，既要正视既要正视

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狭隘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狭隘、、局限局限、、偏偏

见和人类社会的阶级性见和人类社会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斗争性政治性和斗争性，，又要又要

看到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到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简单地不能简单地

把它归结为个别的把它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只只

强调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强调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评价，，把历史只看作是精把历史只看作是精

神的运动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历史是一条滔滔不息的历史是一条滔滔不息的

长河长河，，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都要抱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都要抱

有一种敬畏之心有一种敬畏之心———当历史的牺牲作为名词的—当历史的牺牲作为名词的

时候时候，，更加凸显历史人格的崇高更加凸显历史人格的崇高，，更加凸显历史更加凸显历史

逻辑的严谨逻辑的严谨。。

因此因此，，历史写作不能轻易下结论历史写作不能轻易下结论，，要尊重历要尊重历

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明晰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明晰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

终极目的终极目的———还原现场—还原现场、、照亮现实照亮现实、、美好未来美好未来。。

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无法还却永远无法还

原历史的真相原历史的真相。。正因此正因此，，我们更应该把历史写作我们更应该把历史写作

的目的放在发掘历史的价值上的目的放在发掘历史的价值上，，引导人们从历史引导人们从历史

中吸取经验中吸取经验、、智慧和营养智慧和营养，，不再重蹈前人的覆不再重蹈前人的覆

辙辙。。这就要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秉持人这就要我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秉持人

文关怀文关怀，，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保持宽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保持宽

容容，，要坚持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要坚持在可信的现代解读上主张正义，，既不既不

一味展览黑暗与丑陋一味展览黑暗与丑陋，，也不无视可能体味到的炎也不无视可能体味到的炎

凉辛酸凉辛酸，，而是更多的对真善美的发现而是更多的对真善美的发现，，对我们脚对我们脚

下这片土地丰饶和贫瘠下这片土地丰饶和贫瘠、、阳光和阴影的珍视阳光和阴影的珍视。。同同

时时，，我们对历史的发现和重述我们对历史的发现和重述，，还要懂得历史问还要懂得历史问

题的解决和呈现必须要充分服从并服务于国家题的解决和呈现必须要充分服从并服务于国家、、

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利益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利益，，既不能投鼠忌器既不能投鼠忌器，，也不也不

能因噎废食能因噎废食，，它不是抢新闻上头条它不是抢新闻上头条，，必须要有足必须要有足

够的历史耐心够的历史耐心，，掌握方法和时机掌握方法和时机。。

近年来近年来，，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甚嚣尘上否定五四运动的声音甚嚣尘上，，其其

中不乏国字号研究机构的专家中不乏国字号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学者。。有相当一有相当一

部分学者否定五四运动部分学者否定五四运动，，简单地错误地认为五四简单地错误地认为五四

运动新文化运动运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就是全盘否定中就是全盘否定中

华传统文化华传统文化，，推翻推翻““孔教孔教””就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儒就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儒

家思想家思想（（笔者在著作笔者在著作《《五四运动画传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历史的现场

和真相和真相》》中有比较系统的正确分析中有比较系统的正确分析），），甚至简单粗甚至简单粗

暴地将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暴地将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比如比如，，

20092009年年，，五四运动五四运动9090周年的这一天周年的这一天，，某报刊发某报刊发

了曹汝霖的了曹汝霖的《《回忆录回忆录》，》，这本来无可厚非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们但他们

竟然在竟然在““编者按编者按””中罕见地把五四爱国运动简单中罕见地把五四爱国运动简单

地定义为青年学生的一场地定义为青年学生的一场““街头运动街头运动””。。还有还有，，近近

年来尊孔之风盛行年来尊孔之风盛行，，许多商业机构绑架文化学者许多商业机构绑架文化学者

利用文化产业化利用文化产业化，，所谓的所谓的““国学国学””大行其道大行其道，，变相变相

地把读经地把读经、、穿汉服作为传承国学的形式穿汉服作为传承国学的形式，，实质上实质上

是学风是学风、、文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文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是是““四不像四不像””的新的新

八股八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忽悠民众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忽悠民众、、变相赚钱变相赚钱。。

四四、、我的愿景或结论我的愿景或结论：：宽容比自宽容比自
由更重要由更重要，，正义比平等更重要正义比平等更重要

历史的阅读与历史的写作一样历史的阅读与历史的写作一样，，需要具备良需要具备良

心心、、良知来造就良史良知来造就良史，，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需要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

共识造就知识共识造就知识。。何谓知识何谓知识？？笔者认为笔者认为：：知即调查知即调查

研究研究，，识为辩证分析识为辩证分析。。因此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思考我们必须学会思考，，

学会用辩证法学会用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理论联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理论联

系实际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是思—这是思

想之剑想之剑。。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白但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辩证法其实并不辩证法其实并不

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科学，，也不是逻辑也不是逻辑，，甚至也没有什么甚至也没有什么““规规

律律””可言可言，，它不想混淆黑白它不想混淆黑白，，不想说一个东西既不想说一个东西既

是这样又不是那样是这样又不是那样，，一个事物该是什么就是什一个事物该是什么就是什

么么。。因此因此，，辩证法要的是在事物之间活学活用辩证法要的是在事物之间活学活用

各种道理各种道理，，灵活地看问题灵活地看问题，，机动地做事情机动地做事情，，也就也就

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好正确的事情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好正确的事情，，它其实是它其实是

一种人文的方法一种人文的方法，，它要求以我们的价值观去改它要求以我们的价值观去改

变历史变历史（（改变并不是改写改变并不是改写）。）。简单地说简单地说，，辩证法辩证法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角度，，主要有两主要有两

个角度个角度：：一个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一个是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就是说就是说，，一一

个事物的各部分必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真正被个事物的各部分必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真正被

理解理解；；另一个角度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另一个角度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一一

方面历史在操纵着我们方面历史在操纵着我们（（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包

括在内括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创造历史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创造历史，，我们在历我们在历

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

既有来路又有去处既有来路又有去处，，才能踩在历史的点子上才能踩在历史的点子上，，不不

然就会被历史抛弃然就会被历史抛弃。。

无论是历史写作无论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阅读还是历史阅读，，我们必须我们必须

突破历史的局限突破历史的局限，，不当不当““事后诸葛亮事后诸葛亮””，，不做不做““马后马后

炮炮””，，不搞含沙射影不搞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那一套尖酸的把指桑骂槐那一套尖酸的把

戏戏，，更不能浅薄更不能浅薄、、无知地搞什么拿来主义无知地搞什么拿来主义，，拿过去拿过去

类比今天类比今天，，拿外国类比中国拿外国类比中国，，否则就会滑入经验否则就会滑入经验

主义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茅坑中去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茅坑中去，，陷入痴陷入痴

人说梦盲人摸象的唯心主义的泥沼人说梦盲人摸象的唯心主义的泥沼。。而那些靠而那些靠

炒作历史已经不入流的陈芝麻烂谷子来标新立炒作历史已经不入流的陈芝麻烂谷子来标新立

异的异的、、像狗仔队一样挖掘历史的花边新闻来哗众像狗仔队一样挖掘历史的花边新闻来哗众

取宠的公知们取宠的公知们，，甚至不惜人格国格媚俗媚外媚低甚至不惜人格国格媚俗媚外媚低

级趣味级趣味，，搞什么解构搞什么解构、、颠覆颠覆、、重塑这些所谓的新名重塑这些所谓的新名

词新花样词新花样，，终究将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奴才和知终究将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奴才和知

识的乡愿之徒而被历史所耻笑识的乡愿之徒而被历史所耻笑。。而尤其值得注而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意的是，，许多大众媒体不问青红皂白许多大众媒体不问青红皂白，，记者因受记者因受

自身知识的局限自身知识的局限，，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像狗仔队一样抢新闻像狗仔队一样抢新闻、、找噱头找噱头，，““追星追星””般跟风炒般跟风炒

作作，，博取眼球博取眼球，，推波助澜推波助澜，，在舆论上没有起到正确在舆论上没有起到正确

的引导作用的引导作用。。

思想与理性是人类天性中最重要的素质思想与理性是人类天性中最重要的素质，，对对

此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信仰此我们必须有着坚定的信仰。。就像没有思想的就像没有思想的

历史学家绝对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一样历史学家绝对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一样，，没有思没有思

想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想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我在著作我在著作《《光荣梦想光荣梦想：：

毛泽东人生七日谈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的序言中的序言中，，对历史写作曾经对历史写作曾经

说过这么一段话说过这么一段话：：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历史不是人类的包袱，，而是智而是智

慧的引擎慧的引擎；；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历史不是藏着掖着的尾巴，，而是耳聪而是耳聪

目明的大脑目明的大脑。。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是一种价值

观观。。在全球正在在全球正在““化化””为一体为一体、、微观史独领风骚微观史独领风骚、、

史学研究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大行其道的今天，，在史学家和在史学家和

公知们沉溺于对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并公知们沉溺于对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微观史并

自足于津津乐道的今天自足于津津乐道的今天，，在日常生活史在日常生活史、、个人口个人口

述史述史、、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小历史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上出尽风头

的今天的今天，，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个体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整体的历史却整体的历史却

越来越混沌越来越混沌———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细节片段的微观历史遮蔽了总

体全局的宏观历史体全局的宏观历史，，混乱混乱、、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平庸的微观叙事瓦解

了宏大叙事了宏大叙事，，琐碎琐碎、、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局促的微观书写离析了历史

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显然—显然，，这是当代知识变这是当代知识变

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迁过程中一种错位的““非典型状态非典型状态””。。一叶障目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不见泰山。。历史的历史的““碎片化碎片化””和和““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的历史，，

已经说已经说明个体明个体、、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个性化甚至个人主义的微观史

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终究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通古今之变的历史

责任和使命责任和使命，，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更无法克服其自身致命的弱

点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

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对重大问题的失对重大问题的失

语和无力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要见要见

树木树木，，更要见森林更要见森林。。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离不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离不

开宏大叙事开宏大叙事，，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必须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现场和

历史语境当中历史语境当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

整体整体，，在宽容在宽容、、坦率坦率、、真实真实、、正义中正视历史人正义中正视历史人

物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深度价值和潜在秘在秘

密密，，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循着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径，，在常在常

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识中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主流和本

质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这才是真正的大历史的视角，，从而避免陷从而避免陷

入历史的虚无和知识上的尴尬境地入历史的虚无和知识上的尴尬境地。。

因此因此，，我始终认为我始终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正正

义比平等更重要义比平等更重要。。””

历史的苦难造就了苦难的历史历史的苦难造就了苦难的历史。。而苦难又而苦难又

是历史送给我们的一个最不受我们欢迎的礼是历史送给我们的一个最不受我们欢迎的礼

物物———是的—是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份礼物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份礼物。。对历对历

史史，，我们必须深怀敬畏之心我们必须深怀敬畏之心，，怀抱理性的真诚怀抱理性的真诚，，珍珍

之惜之之惜之。。还是那句话还是那句话：：既不要妄自尊大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也不要

妄自菲薄妄自菲薄。。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其实不仅是为其实不仅是为

历史负责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正确的研究和认识正确的研究和认识

历史到底有什么作用历史到底有什么作用？？在这里在这里，，我想用宋代思想我想用宋代思想

家张载的家张载的““四句教四句教””来回答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为生为生

民立命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

最后最后，，我还是引用作家梁晓声先生对文化这我还是引用作家梁晓声先生对文化这

个概念的解释个概念的解释，，与大家一起共勉与大家一起共勉。。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正义根植于内心的正义，，不用提醒的自觉不用提醒的自觉，，以以

限制为前提的自由限制为前提的自由，，替别人着想的善良替别人着想的善良””（（笔者稍笔者稍

为作了一点改动为作了一点改动）。）。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想，，我们首我们首

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应该做一个像梁晓声先生就应该做一个像梁晓声先生

所说的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所说的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如果我们心中有

了这样的正义了这样的正义、、自觉自觉、、自由和善良自由和善良，，我们在历史写我们在历史写

作和历史阅读中作和历史阅读中，，就拥有境界就拥有境界、、方法方法、、水平和情水平和情

怀怀，，就拥有了历史感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力量从而拥有力量、、光明光明、、温暖温暖

和希望和希望。。

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我想我想，，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我们首先最基本最起码的，，就就

应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正

义义、、自觉自觉、、自由和善良自由和善良，，我们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中我们在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中，，就就

拥有境界拥有境界、、方法方法、、水平和情怀水平和情怀，，就拥有了历史感就拥有了历史感，，从而拥有从而拥有

力量力量、、光明光明、、温暖和希望温暖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