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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进步，特别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究其根源，和人们对

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密切关联。学术界已不满足于仅通过由史料到史实这样的层面考订和

说明历史，而是试图在更开阔的视野下，揭示历史的多面性和历史背后的东西，如借助多种方法探

究历史被叙述和书写的要素，研讨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历史书写

媒介的教科书，愈发受到关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特别是清季民国时期所编

纂的历史教科书尤为受到重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会发现主要是关于教

科书内容本身的探讨以及该内容和时代变迁、学术发展之关系的考察，相对层次较浅。如何深入下去，

使研究水准更上层楼，值得学界关注。对教科书文本特性的考察，除引入概念史视角，借助概念史

理论资源和方法手段来完善其研究外①，阐释学视角与方法的引入和应用，恐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

所谓阐释学，是 hermeneutik（德文）、hermeneutics（英文）的中文译名之一，此外还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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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学”“诠释学”等不同译法。取“解释学”译法，自然是因为人文学科主要是与文本打交道，

核心工作就是理解和解读文本，甚至可以说文本的命运就是理解的命运、解释的命运。取“诠释

学”译法，则因“诠”字为古之学者习用，与“道”相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 ：“诠，就也。

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谓，道之所依也。故曰诠言。”此之“诠”，指求“道”需从文本而

言，依文本而释，求文本之是，不可脱离文本约束而妄言。①具体到历史领域，有学者认为 ：“就

历史认识的真谛而言，‘历史阐释’似更准确，这是因为‘阐’字，有‘开拓、讲明白’的意思……

历史认识不是历史的过程性的编年认识，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价值性认识和判断，即历史认识离不

开‘历史阐释’，离不开历史的价值判断。揭示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复杂的社会内容，仅仅靠‘解

释’或‘诠释’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停留在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和说明，无法将历史的启迪或教训，

从‘过去’转换到现实生活的世界中。”②所以用“阐释”概念，与历史认识的属性最相符合。就

历史教科书的特性考察，形成和传播特定的历史认识与价值判断，是其典型特征和核心功能，故

研究与其相关的问题时，在照应“解释”“诠释”之内涵的同时，应主要用“阐释”概念。

教科书特别是历史类基础教育的教科书不同于普通历史文本，它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特殊载

体，是历史教育的专门工具，承担着传播正统历史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所以有“章程”“规

则”“标准”一类的官方文件予以规范和限定。这是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普通历史读物的最大特色。

故研究历史教科书文本，首先需从这些“章程”“规则”“标准”入手。而历史课程“章程”“规则”“标

准”的制定和文本表达，恰是阐释学原理在历史领域的集中体现。一般而言，历史课程的“章程”“规

则”“标准”大体规定了两方面内容 ：一是基础教育阶段传授历史知识的基本框架 ；二是通过历

史学习需要让学生了解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如对于中学的历史课程，清季的《奏定中学堂章程》

规定 ：“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 ；

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

风俗之变迁等事。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

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③民国初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规定 ：“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

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历史分本国历史、外国历史 ；本国历史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

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外国历史授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著名各国之兴亡，人文之发达，及与本

国有关系之事迹。”④

作为一种认识对象，历史有其特质，即它是间接认识的产物。历史学者通过直接面对的历史

记录（史料）构建历史史实，解读和理解历史记录文本是历史学者的核心工作，不管这一文本是

以文字、实物、影像等何种形式存在，均需依文本而释，求文本之是，由此而形成历史知识的基

本框架，并以现代文本面貌将其表达出来。历史课程所要传授的历史知识，无论是“历代帝王之

大事”，“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还是“世

界大势之变迁，著名各国之兴亡，人文之发达”等内容，都要依照这样的程式建构起来。在传播

客观、真实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历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以正统历史观、价值观来引导民众，

像清季强调的通过历史学习使民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民初强调的“明

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都体现

出对于历史课程的价值功能的追求，意味着要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过去”转换到现实生活

的世界中来，使历史文本真正活在后人的解释中，在现实世界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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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历史课程的这些“章程”“规则”“标准”，不啻为阐释学基本原理在历史领域的具

体实践，故研究近代以来各个时期历史课程的“章程”“规则”“标准”，皆离不开阐释学视角与

方法的运用。而对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而言，这还仅是一个基础。

二

作为一种特殊读物，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必须以历史课程的“章程”“规则”“标准”为依据，

编写者的自主空间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形下，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尽管也表达了编写者的立场，但

更多是反映国家政权对待历史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教科书编写过程往往是学界与国家政权共同

制造知识的过程。学界与政权实际是以它为载体在生产一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知识，

并使之成为“常识”。既然是“常识”，其社会关注度自然远高于一般读物，研究者则会进一步关

注其如何被制作出来、如何产生公共效应等问题，而探究此类问题，又离不开阐释学视角与方法。

历史教科书文本的被制作，自然是以历史课程“章程”“规则”“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基础的，

但这些规定只是非常笼统的框架性条文，具体翔实的历史内容是需要教科书编者通过辛勤写作来

完成的。那么，这些编者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从何而来？如何从海量的历史知识中选择合适的

内容写入教科书？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都是研究历史教科书史的学者需考虑和解决的问

题。探讨这样的问题，阐释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前理解、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会提供很好

的研究思路，并极大扩展研究者的学术视野。①

从阐释学视角来看，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在《存在

与时间》里曾指出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

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构

成了理解的前结构。到了伽达默尔那里，又进一步解释和发展了海德格尔这种前结构。他肯定前

结构是理解的必要条件，并且把这种前结构称为前理解，认为理解开始于前理解，同时主张“我

们也不能盲目地坚持我们自己对于事情的前见解，假如我们想理解他人的见解的话。当然，这并

不是说，当我们倾听某人讲话或阅读某著作时，我们必须忘掉所有关于内容的前见解和所有我们

自己的见解。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本文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

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与我们自己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整个

见解的关系中”③。也就是说，人们阅读文本并不是一无所有地去阅读，总是先有一种筹划或预

期存在，此可谓前理解，人们总是带着自身的前理解去理解一个陌生的文本，但同时也不能盲目

地坚持这种前理解，把它绝对化，而是应以开放的态度，建立起自身见解和他人见解间的互动关系。

与前理解密不可分的命题是视域融合。在伽达默尔眼里，前理解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

殊的“视域”，“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

‘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谁具有视

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④。而且理解者或解

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理解者或解释者的任务就

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其与其他视域相交融，就是所谓的“视域融合”，即“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

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⑤。实际上，视域融合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

在视域融合中，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⑥视域融合基

①实际上，研究

历史课程的“章

程”“规则”“标准”，

也需要 前理解、

视域融合、效果

历史等阐释学的

研究思路。本文

的重点在于谈历

史教科书文本的

研究需阐释学视

角与方法的介入，

故集中在这里进

行分析。

② 马丁·海德格

尔：《理解和解释》

（选自《存在与时

间》），陈嘉映、王

庆节译，洪汉鼎

主编：《理解与解

释——诠释学经

典文选》，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1

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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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尔：《真理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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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9 年，

第345页，第388页，

第393页，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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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核心概念是“效果历史”。伽达默尔指出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

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

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本文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为

‘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①按照这样的说法，“效果历史”乃历史与现

实、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交融为一的历史，当然这里的“历史”并非仅指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

它指代更广泛的认识对象，即在伽达默尔看来，任何事物一旦存在，必存在于特定的效果历史中，

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是客观真实与主体解释的合一，都是视域融合的产物。

阐释学的上述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历

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已有一些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具体到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上，这些

理论可运用的空间，较之一般史学研究对象可能更大些。前已言及，历史教科书文本的被制作，

是在遵守历史课程之“章程”“规则”“标准”的基础上，由教科书编者通过辛勤写作来完成的。

教科书编者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其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形成了教科书编写的“前

理解”要素，加之时代环境、文献史料、史学研究成果等客观条件以及历史课程“章程”“规则”“标

准”之制约所造就的“前理解”要素，建构起教科书编者的“视域”。而历史和历史学的特性又

使得这“视域”是多重性的。由于历史具有一度性的特质，是历史学者无法直接面对的对象，历

史学者需要通过理解和解释历史记录（史料）构建历史史实，形成历史认识，而历史记录特别是

其中的核心——文献史料是由人来记录的，记录者是在自身的“视域”下记录历史的，记录本身

同时也有理解的成分，后世的记录者又不断在自身的“视域”下叠加记录，研究者也是如此，所

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即为此意，这样的多重性“视域”构成了一种“视域融合”。

历史教科书编者自然也有自身的“视域”，其编写教科书所吸纳的文献史料和史学研究成果既为“视

域融合”的产物，双方结合而制作出的产品——教科书文本当然也是“视域融合”的结果，而且

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又必然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相交融的“效果历史”。

考察清季以降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历史，若应用上述理论及方法，会有诸多予人启示的发现。

首先，从编者层面来看，不同时代的编者的来源和教育背景差异很大，如清季的历史教科书编者

多为受传统经史教育者，具有不同社会身份，非后世所谓专业学者 ；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教科书编者多为受过现代专业史学训练者，只不过民国时期多以学者身份个体编撰，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多为群体编撰，学者身份反而淡化了。如此相异的历史教育背景和身份构成，

自然使得编者们在从事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时，在“前理解”和“视域”上会有明显的差异性，

从而令教科书文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其次，从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来看，清季至今的三个

历史时期，时代变化天翻地覆，仅就历史课程“章程”“规则”“标准”的变化而言，每个时期都

有各自针对时代需求的课程要求和内容标准问世。与此同时，编者所需借鉴参考的文献史料和史

学研究成果也呈愈益丰富之势，清季之时尚未形成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历史学科，编者所能借鉴参

考的主要是文献史料和前人对之的辨析。民国之后现代历史学科所能提供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不少编者同时也是历史专业的研究者，于是借鉴参考史学研究成果编写教科书成为常态，原始文

献史料逐渐成为辅助性的东西。时代要求和学术条件变化的这种情形，自然又形成了教科书编写

的“前理解”，并产生出“视域融合”效应。最后，作为知识产品而成型的果实——历史教科书文本，

是作为主体的教科书编者和主客合一的历史（依托历史记录而存在的历史）在特定时代的一种对话，

是诸种“前理解”之“视域融合”，是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相交融的“效果历

① 汉斯－格奥尔

格·加达默尔：《真

理与方法——哲

学诠释学的基本

特征》上卷，第

384—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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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例如，清季和民国的历史教科书都对清代历史有较为系统的叙述。清季撰述的是“本朝史”，

学堂章程要求“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这首先构成了教科书编写者的一种“前理解”。以此

为基础，编者们搜集、整理“本朝”史料，在学术界还未开始清史研究，故没有研究成果可依托

的情况下，自主构建起一套清史叙述体系。

限于体例，清季教科书以史实的铺陈、叙述见长，评论性的言语极少，时而会出现这样的评价，

如说康熙至乾隆朝之历史，“不特为本朝史之全盛时代，亦中国全史中有数之境遇也。”①“圣祖、

世宗、高宗之世，我之威令，远振四方，而文物亦称极盛。”②这些史实的罗列和这种结论的得出，

显然能满足朝廷肯定“本朝仁政”的编写要求。与此同时，于统治者形象不利或涉及政治敏感问

题的史实，则在教科书中刻意回避或一笔带过。在一个王朝海量的历史史实中，带有倾向性地选

择适当的内容写入教科书，不能不说是典型的“视域融合”的产物。

进入民国以后，时移世易，教科书在叙述清代历史时对很多问题的书写就迥异于清季了。民

国教科书多在编写宗旨上强调民国认同，即“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注重于统一国土，调和

种族，务使已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存于后生心目之中”③。如此表述，秉承了其时历史课程标准

的意旨。基于这样的理念，教科书对于清朝统治的批评，就较为普遍了，对一些史实的价值判断

也不同于清季了，如比较详细地书写文字狱的历史，以展示清廷的专制 ；对清季教科书彻底否定

的太平天国和甚少提及的戊戌维新，则有新的叙述和肯定性评价。如对于戊戌维新的关键史实“公

车上书”，顾颉刚、王钟麒在《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就做了考订，认为因中日《马关条约》

已经签订，光绪帝已批准盖章，“公车上书”并没有呈给都察院代奏，上书一事实际上是流产了。
④这表明其时的教科书编者没有轻信康有为、梁启超事后所写的文字，而是经过自身的研究考订得

出了为现今学者也认可的结论。可以说，对于民国教科书的编者而言，其时的课程标准、时代环境、

新的史料发现（如清内阁大库档案的被利用）、新的研究成果以及清季教科书的相关叙述，都构成

了“前理解”和“视域融合”，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新的知识产品，达到又一重“效果历史”的境界。

研究历史教科书，其文本的产生过程是核心论题之一，但从研究现状看，上述阐释学视角与

方法的运用还不多见。若能适当采择并加以灵活运用，特别是运用到历史书写的细节探讨中，相

信会令该领域的研究实现较大突破。

三

作为向公众传播“常识”的特殊读物，教科书被制作出来就一定会产生公共效应，历史教科

书当然也不例外。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内含自我宣称为“真理”的倾向，以“真

理”的面貌出现，这种“真理性宣称”“当然是促成知识在社会中传播的关键因素……也保证了

在特定的论辩逻辑和社会环境下，某些知识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从而影响和掌控人

们对世界的认知。”此类情况在教科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知识在其中以一种更具‘权威性’的

面目出现”⑤。既然“真理性宣称”主要体现在知识传播过程中，那么它实际反映的是知识的社

会效用问题，这也是阐释学的公共特征和应用功能所关注的对象。

阐释学就其特征而言，具有公共性，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 ：“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

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阐释是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而居

间说话的。”“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

① 汪荣宝：《中国

历史教科书（原

名本朝史讲义）》，

上海：商务印书

馆，1909 年，“绪

论”，第3页。

② 丁保书：《蒙学

中国历史教科书》，

上海：上海文明

书局，1903 年，第

58页。

③ 章嵚、丁锡华：

《新制中华历史教

科书》一，上海：

中华书局，1914 年，

“编辑大意”，第1

页。

④ 顾颉刚、王钟

麒：《现 代 初中

教科书·本国史》

下册，上海：商

务印书馆，1924年，

第76、81—82页。

⑤ 张仲民、章可

编：《近代中国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

政治——以教科

书为中心》，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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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 张江：《公

共阐释论纲》，《学

术研究》2017 年

第6 期。

② 汉斯－格奥尔

格·加达默尔：《真

理与方法——哲

学诠释学的基本

特征》上卷，第

14页。

③ 钟毓龙：《新

制本国史教本（中

学校适用）》 三，

上海：中华书局，

1914 年，第101—

112页。

④ 傅运森：《共

和国教科书东亚

各国史（中学校

用）》，上海：商务

印书馆，1913 年，

第59—70页。

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①以这种概念为出发点的公共阐释，其文本对象可

以多种多样，但最典型的应是传播“常识”、具有公共效应的那类文本。从阐释学的历史和发展

来看，公共阐释论的提出，实际是对阐释学的社会应用功能的进一步明确和强化。阐释学是一门

现实的实践的学问，这也是伽达默尔所承认的。在他眼里，对文本要有正确的理解，就一定要在

某个特定时刻和某个具体境况里对它进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包含旨在过去和现在间进行沟

通的具体应用。与阐释学应用功能相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教化”，伽达默尔认为，人类教化

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这是教化概念最一般的本质特点，因为“人之

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

东西，就在于他的本质具有精神的理性的方面。‘根据这一方面，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应当是的

东西’。因此，人就需要教化”②。伽达默尔强调了艺术的审美教化功能，实际上人文主义传统和

人文知识的很多领域都具有这种功能，特别是在“真理性宣称”中更具权威性的那些知识。

公共阐释论和阐释学中的“教化”概念，为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尤其是

在教科书的社会效应的研究方面。因为最能体现公共阐释效能和教化功能的文本，一定是那些传播

“常识”、最具公共效应且在“真理性宣称”中具有权威性的文本，在现代社会中，教科书就是这样

的文本。若引入公共阐释和“教化”概念，考察清季以降的历史教科书，会对其中很多知识内容及

产生的效应有更开阔和深入的理解。如清季民初不少历史教科书都热衷于叙述晚清遭受外敌入侵和

清藩属国灭亡的历史，在《新制本国史教本（中学校适用）》里，“清之外患”一节是全书重点，节

下以“鸦片之战争”“英法之联军”等为目之标题，描述中国一步步蒙受国耻的历程，并辅之以“清

外患图”“中俄交涉图”“清与英法交涉图”等地图，最后说 ：“列国竞争，不免因争夺起冲突，于

是势力范围之说起，隐然无形之瓜分，外患之烈，循环而来，皆甲午一战启其端也。”③在《共和国

教科书东亚各国史（中学校用）》里，编者仅以 70 页的简短篇幅概括东亚从古至今的历史，但其中

记述近代以来东亚亡国史的内容就占了七分之一强，这十余页的内容较之其他部分要细致得多，而

且用“列强在东亚势力图”来辅助说明各国亡国之痛。④类似的表达，在其他教科书中也大体如此。

限于教科书的体例，内容上以陈述客观史实为主，很少主观评论，但如此罗列历史事实，显示出教

科书编者的精心安排，即欲通过这些史实的汇集，呈现出一幅历史图景，构建起一套“国耻史”“亡

国史”的警世话语。这自然是教科书编者基于其时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局，为了使广大阅

读者“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从而有意写作一种集体史鉴的产物。这恰为公共

阐释理路下的历史书写，因“公共阐释是阐释者对公众理解及视域展开修正、统合与引申的阐释。

其要义不仅在寻求阐释的最大公度，而且重在于最大公度中提升公共理性，扩大公共视域”⑤。即

是说，教科书文本的这种凸显性的书写，使某些历史知识成为“常识”，实际是令这些历史知识变

成“提升公共理性，扩大公共视域”的工具，能够发挥“教化”功能，“规训”更多人“成为一个

普遍的精神存在”，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事实上也的确产生了很大效应，清季民初之时人们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面前所强化的“国民”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观念，以及以国耻纪念等形

式出现的各种群体抗议活动，与历史教科书相关书写带给受教育者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在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个研究难点，成果极少，相关资料的搜

罗整理难度颇大，自然是主要障碍。在这一困难不易克服的前提下，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

的视角与方法，在公共阐释论、教化阐释学的视野下展开探讨，也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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