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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求真 是科举研究超升为科举学的原始驱动 力, 也是 年轻的科 举学逐 步走向 成熟必 须坚守 的品格。为 了
求真, 研究者首要的任 务是为科举制正名,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在 求真的过程 中, 要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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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古代的考试取士

的任务是为科举制正名,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进而

制度, 存在的历史达一千三百年之久。千余年来,
人们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 但是, 将科举研究汇聚

认识其客 观规律。其中, 要注意纠正 两种错误倾
向。一种是丑化、妖魔化科举制, 另一种是美化科

科举学 则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 1] ( P 89- 95) 。如

成

举制。两种倾向中以妖魔化科举制为重。

果说 1992 年刘海峰教授始倡 科举学 只是呼之
欲出、初露端倪的话, 那么到 2005 年随着刘海峰

首先, 要纠正对科举制的随意丑化和妖魔化。
可以说, 从清末以来, 特别是 1905 年科举废止后,

教授

科举制几乎成为

科举学导论

的开设,

科举学

的问世和

科举学导论

课程

可以说是正式诞生了。而在科

腐朽落后

的代名词。谴责八股

科举的宏文车载斗量, 以小说

儒林外史

和

聊

举研究汇聚成 科举学 的过程中, 求 真 是其
原始驱动力。因为, 一门关于历史制度的学科的形

斋 中的有关短篇影响最大, 以康、梁的论八股最
沉痛最激切。他们把知识分子人格的变态、吏治的

成, 首要解决的是人与历史的认知关系, 而人与历

腐败和

史的认知关系, 即 真 , 主要表现在对于历史事
实的认识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 2] ( P 82) 。也

到本世纪初, 八股科举甚至被唾骂为与缠足、鸦片
和纳妾一样的腐朽落后的东西, 是 人类所发明的

就是说, 科举研究要成为科举学, 就必须既具有如

最恶劣的知识枷锁 ,

实反映历史真相, 又具有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批判者们都认为科

品格。而对这种科学品格的诉求, 正是科举研究者
倡导建立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也是科举学逐步得到

举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上作了大孽, 束缚了人
们的聪明才智,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不仅不能选拔

人们认同的原因所在。可以说, 求真是科举学的科

和造就人才, 而且败坏人才,

学品格; 年轻的科举学要在 21 世纪发展成为一门

运动, 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 蔽士之耳目而无所

烁然可观的显学, 就应该坚守求真的科学品格。

见闻 ,
从未以支 持完整自 由的人 格发展 为目
[ 3] ( P15)
的
, 危害比焚书坑儒还要大。久而久之, 在

一、求真的旨趣: 为科举制正名

中国之割地败兵 , 统统归咎于八股科举。

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 ,

拘士之手足而不能

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 科举都是被作为批判的

认识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规律, 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因为历史常常被蒙上重重叠叠的迷雾, 历

对象而加以介绍的; 在大学文科教学中, 科举也通
常以负面的形象出现;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一沾

史著述往往受到各种传统偏见的影响。对科举制的

科举便无足观 。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存

认知、诠释和反思亦然。为此, 在科举研究中首要

在着一种简单 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 步与否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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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凡是批评科举的就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 若

( 一)

77

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

的求是精神

说科举好话则属于 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 同言
论, 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 若是肯定

前面提到, 对科举制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与评
价十分不易, 这就 需要研究 者胸怀一 种 只问是

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 而且多

非, 不计利害 的科学精神, 这既是治学之道, 也

数论著往往在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
论, 形成了妖魔化、简单化的科举评价套路。这不是

是安身立命之本。由于科举制在晚清受到全社会的
鞭笞, 所以进入民国以后, 人们都讳言这种制度还

求 真 的做法, 而是离 真 渐行渐远。

有什么优点, 当时

其次, 要防止对科举制美化的倾向。这种倾向

科举者

科举二字不符时俗耳目 , 言

足大来丑诋 。在全社会都在批判科举的

在近二十年来的科举研究中逐渐兴起。一些科举研
究者因日久生情而萌生 科举情结 , 出现自觉或

大趋势下, 少数对科举想作较客观研究的人甚至有
点忌讳使用 科举 一词, 而以 考试 代之, 如

不自觉地美化科举的现象, 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1929 年邓定 人所著

中很难完全做到价值无涉; 还有部分研究者经常引

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 实际上就是第一部研究科

用外国人对科举制的赞扬, 不加区分地把科举制视
为珍宝, 如把科举称 为 中国文明 的最好方 面 ,

举的专书。到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 又由于
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 研究科举制的论著, 揭露其

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

弊病的多, 做出些微肯定的几乎没有。几乎每一部

人赞赏的方法 等。这种主要依靠外来者的眼光来
观察自己, 实际上是一种奴化心理, 是一种自我文

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制度史著作都会涉及
科举, 均多是作 为批判的 对象加以 叙述的 [ 4] ( P56) 。

化殖民。从古到今, 外国人对中国事、中国人的看

令人欣慰的是,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思想的

法常常与实际不相吻合, 由此产生的判断、决定,

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 国内科举研究空前活跃起

自然也鲜有恰当、到位的。英国诗人艾略特曾说:
中国是一面镜子, 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 永远

来, 史学界、教育学界、政治学界和文学界的学者
都发表了不少有关论著, 科举研究的中心也回归到

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

中国。 镜子是不透明

本土, 而且此时期科举研究还出现了系统化和理论

的。这种不透明性既由于中国事务本身呈现出的复
杂多面的暧昧性, 也因为西方从来只是按照自己的

化的趋向, 并于 1992 年由刘海峰教授首次系统性
地提出 科举学 的概念, 将科举制作为一个专门

理想描述中国, 中国事务只是 可供随意取舍 的证

的研究领域来看待。此后科举研究不断走向繁荣。

据。西方始终把中国当作一个文化他者, 一个参照

百年回眸, 对待科举制, 始有世纪初 之唾弃与冷

物, 对应根基于 西方文化的价 值观加以衡量、评
价。具体到西人对科举的评价上来, 之所以出现对

淡, 继有世纪中之清理与批判, 后经世纪末之重视
与反思, 始创科举学, 此间之沧 桑巨变, 宛如隔

科举的溢美之辞, 是因为他们 是科举考试的 局外

世。由是观之, 不难看出, 科举研究之所以能从简

人, 对其弊端无切肤之痛, 看到的是科举制外表的
优美与形式上的完善和平等, 容易注意通过考试来

到繁, 从粗糙到精细, 从支离零散的研究变为一个
日渐茂盛、枝叶扶疏的综合性专门研究领域, 从一

选拔人才的合理性、进步性, 忽略科举考试内容空

门当时的

疏、扼杀创造性等弊端。

既离不开社会进步和学术昌明之外部环境, 也离不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在科举研究中首要的任
务是客观公允地认识、诠释和评价科举制, 既不能

开那些真正的学者们心中恪守的 只问是非, 不计
利害 、 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的求是精神。

险学

中 国考 试制度 研究

变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

妖魔化, 也不可美化, 既不虚美, 也不隐恶。只有

( 二)

为科举制正名, 还历史本来面目, 科举学才能得以

在科举研究中, 除了要坚守

健康发展, 否则

名不正言不顺 。

问是非, 不计利害
的学术态度和

的求是精神、

多元与会通

的科学态度
只问是非, 不计

的精辟论述值得借鉴。清代学者钱大昕说:
只

了解之同情

的研究范式。

显学 ,

利害 的科学精神外,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科
举也同样重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下面诸位学者

二、求真的门径: 科学的
精神、态度和研究范式
科举学要坚守求真的科学品格, 就离不开

了解之同情

一 书,

学问

乃千秋事, 订伪规过, 非以訾毁前人, 实以嘉惠后
学。但议论须平允, 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 无妨
全体之善。不可效仿宋儒所云, 一有差失, 则余无
足观耳。 陈寅恪 先生在

冯友 兰

中 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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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审查报告

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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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于古人之学说, 应

今用, 推陈出新, 来滋养、完善并发展今天的考试制

具了解之同情, 方可下笔。 又说: 吾人今日可依
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

度。因为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 但是事实
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

余断片, 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

重新开始, 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

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
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 还说: 所谓真了解者, 必

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 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
而求变求新, 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

神游冥想, 与立说之古人, 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

( 三)

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同情,

科举制历史悠久且内容广泛、包罗宏富, 决定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无独有偶, 另一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 国史大纲

了科举学是一片广袤的、可供纵横捭阖上下驰骋的
专门研究领域。这就要求在研究中采用多元与会通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中特别提到:

所

多元与会通

的研究范式

的范式。

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种对

首先, 需要 多学科的研究方 法和多种 研究路

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 以及 所谓对其
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 至少不会对其

径。因为 治史有如看山 , 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
学科的、多视角的。欲识庐山真面目, 必须与其保

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

持距离, 或横 看、竖 望, 或 远眺近 观, 或俯 瞰仰

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 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

视, 然后才能 横看成 岭侧成峰, 远 近高低各不
同 。研究科举亦应如此, 切忌拘守单一观点, 更

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

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战、自我封闭, 必须从多角

种罪恶与弱点, 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

度和不同侧面加以考察, 然后庶几可以识得其真实

非之文化自谴 。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亦认
为: 历史家必须具备一项基本条件: 即能够重新

面目。根据这种史学理念, 既有总体考察, 又有个
案的研究, 既追溯其历史又观测其现状, 既评判其

设身处地去体会古 人的思想。中国旧词中有 所谓

已有功过又探讨其未来发展。另外, 身在山中固然

将你心, 换我心, 方知相忆深 之句, 正是历史家
的基本特征之一 , 希望达到一种 同情的了解 的

难识其真面目, 而未曾登临此山恐怕也未必能够真
正理解其全貌及内涵。对于历史, 既要能入, 又要

境地。研究思想史不是为了

能出, 然后才庶几可以形成真知灼见。

打倒 什么或

拥护

什么。研究者不能用自己以为高深或正确的理论去笼

实际上, 已有的研究就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

罩古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古人, 则一切
古人都和我们所持的尺度不合。[ 5] (P342)

这种研究范式。例如, 有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科举
考试与学校书院之间取士与养士关系的; 有从政治

由是观之, 了解之同情 的学术态度, 可为当前

学的角度研究科举与统治秩序、政权结构的关系的;

科举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的提法。因为如果不了解
古人著述的具体环境、
相关背景、
立说的用意和对象

有从社会学出发研究科举和社会流动、科举社会与
学历社会关系的; 有从文学史的视角研究科举与文

等情况, 就不可能对古人的著述有真了解, 也就不具

学、
文体的关系的; 有从文化学的视野来看科举与文

有对古人的发言权。后人都应当持有一种客观的、

化的关系的; 有从人才学的角度研究科举与人才的

无偏见的态度, 既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有意制造疑
点, 也不可为解决疑点而对部分或整体的意义加以

关系的; 还有从考试学的视角看科举考试与现代高
考、
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联系的。另外, 既有做单一国

曲解, 以便得到某种一致的解释。总之, 如果我们以

别研究的, 也有做中国与韩、越、日等国之间的比较

了解之同情 的学术态度看待科举, 就会 发现 科

研究的; 既有从制度史、
社会史和文化史等传统视野

举 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 我们不应将其看成
一个贬义词, 而应该把 科举 当作一个中性词来看

研究科举的, 也有从 国家- 政策( 制度) - 社会 分
析模式来考察科举运动的流程及变化的; 既有研究

待, 不能继续走过去那种 礼失求诸野 、 抛却自家

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的, 又有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

无尽藏, 沿门托钵效贫儿 、把污水中的婴儿一起泼
掉 的历史虚无主义道路, 将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一

现实的; 既有做科举通史研究的, 也有做断代科举研
究的; 既有做全国性的科举总体研究的, 也有做分省

笔抹煞, 而要走文化自觉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路,

分地的区域科举研究的; 既有从区域文化入手的, 也

从科举制的经验教训中,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古为

有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入手的; 既有对科举的利弊

第 6 卷第 5 期

殷小平: 求真: 科举学的科学品格

79

得失进行理论思辨的, 又有大量的科举人物统计资

采取价值的、
体验的和批判性的诠释方法, 也可采取

料供实证分析的; 既有专门精深的煌煌巨著, 也有通
俗浅显的普及性读物; 既有影响面广泛的科举文物

实证的、
逻辑的和工具性的分析方法, 要逐渐消除一
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

文化展, 又有网上科举文化普及宣传; 既有通过学术

法思维, 并在整体观照中建立起开放的、
亦此亦彼的

会议或专题笔谈的形式研究科举, 又有通过开设专
门课程的方式研讨科举。

会通的思维方式; 既要强调学科专门化, 也要强调学
科的对话、
融合与会通。因为科举学是一门跨学科

其次, 除了采取多学科的方法、多种表现方式

研究的综合性学问, 其研究对象是单一学科、
专业所

外, 还要强调会通, 达到

多元与会通

的理想状

无法包容的, 超越学科性的约制不能靠简单的多学

态。之所以要这样, 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多学科的研
究虽有利于研究细致入微, 但却缺少交叉和综合,

科综合研究, 因为在具体的实践中, 这些简单的多学
科建议其实只会强化 固有的学科界限 [ 6] ( P9) 。 这

以往对科举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 但由于不同学科

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

在学术路向上的差异, 直接造成了学术取向上的自

想, 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 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

适效应。在研究过程中, 学者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
自身擅长的部分和熟悉的手法, 作为科举研究的对

角落里进步。
因此, 科举研究不仅需要多学
科的研究方法, 还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把

象和基本方法。这样做的结果是: 各个学科多自成

不同学科、
不同国别、
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表现方式

体系, 各自为政 , 单科作战, 分散进行, 缺少交
流碰撞, 很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综合研

所获致的对科举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 有机地组
合起来, 实现研究的 多元与会通 , 才能使科举研究

究领域来看待, 科举研究无法产生独特性, 也无法

的各个层面得以汇聚和交融, 以达到整体大于局部

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存在着

之和的效果, 进而把年轻的科举学推向更加开放的

庄子

天下篇

批

评的那种可悲局面: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譬如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
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
不幸不见天地之纯, 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因此, 我们既要不断丰富研究资源, 又要在思维
方式、
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与方法等方面不断更新;
既要研究历史上的科举, 也要研究当前的考试制度

[ 7] ( P188)

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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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 he mast ery thro ug 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 f the su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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