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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有为，善于自省
———关于历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点滴体会

郑 学 檬

（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指导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扬长避短，重在引导分析；鼓励研究生在读书过程
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生（特别是同等学力入学的研究生），应有一个过渡性的训练阶段，
以便他们熟悉所需的学术史；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有期限，如果要延长，导师无法支付资助经费，无法承担学
生就业竞争压力，有待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解决；研究生培养中比较强调“专业”，知识面偏狭状况堪忧，要鼓
励多读跨学科的著作；重视思维科学化，在科学研究训练中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期望提高研究生的外语
水平，培养研究生的批判精神；期待我国的研究生培养由扩张期转入调整期，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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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我指导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招
收的一位博生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从此，我结束
了长达 20年的历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在指
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中（包括在国外、
境外大学参与研究生教学、指导），多少有点体会，
应《历史教学》主编之约，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不管哪个学科，指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
工作的指导思想、程序、要求，学校、教育部都有文
件下达，方针政策比较具体，毋庸赘言。我这里说
的“法无定法”是指研究生教学，论文选题、开题、
引导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意思是从实际出发。
“法无定法”这句话，引自云南筇竹寺山门的

对联，全联曰：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世外人”指佛门子弟，“非法”指不是公认的

修行法门，“非法法也”的意思是：不是公认的修行
法门，却是真正的法门，这就是“法无定法”。

我记得那位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博生研究
生，选题是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问
题。由于他的本科、硕士阶段读的是澳大利亚大学

的经济管理与计算机学系，懂得西方经济管理理
念，又因他是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他选择做这
个历史课题，未尝不可。但他毕竟缺少中国历史的
明清、近代史训练，阅读相关史料只能“一知半
解”，不得其门。这样做出的论文，初审便未通过。
后来我改变指导方法，以他的外文优势，做《评“海
外学者”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研
究》，结果他读了 80 多篇相关论著，写出自己的体
会，虽然论文结构和逻辑还不理想，但言之有理，
通过答辩。“法无定法”在这里体现了研究生特别
需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另一位在职博士研究
生，曾做过近代海关丁恩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选
题为《中国早期盐务现代化：民国初期盐务改革研
究》，由于他成功诠释了这场改革的“两难”困境，
论文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省、校优秀博士
论文；还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
学教学，博士论文以运河为主题，结合文学记述，
展示其经济意义，论文颇有特色。我支持他们的选
题，因为选题能发挥其所长，“法无定法”在这里体
现了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法无定法”的另一个意义是展现分析方法的

独特视角。有一位研究唐至明清潮州社会经济发
展的博士生，做论文之前多次去汕头等地调查，阅
读包括潮州名儒饶宗颐等人著作，史料收集可谓
合格，但对人口与美食问题的看法，囿于“阶级属

一、“法无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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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而难于展开。潮州人口增长与客家移民关
系密切，饮食则又与闽南移民和客家移民融合有
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移民与饮食一旦形成潮
流，就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化，不能再盯住“阶
级属性”，要着重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
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最后，
她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论文写作，顺利通过答辩，并
出版了论文。

论文指导的难点是启发研究生展开第二层次
分析，即所谓“研究”。提出问题，多属第一层次分
析。我是做经济史研究的，比如商业，如果把商业
类型、市镇分布、交换规模一一列出，那只是做了
第一层次分析；如果从交换规模变化去讨论价值
规律反映，从商业类型、市镇分布去进一步讨论各
个行业、地区互为市场和产业链的加长等问题，就
进入第二层次分析。当然还可继续深入作第三层
次分析。

我注意到，直到现在，一些论著仍停留在第一
层次分析上，没有上升到第二层次，如经济学、哲
学、文学意义上分析，颇有功夫浅薄之嫌。举个例
子说，“茶禅一味”，几乎是许多人挂在嘴角的话，
那么，“禅”是何过程？人多不详。《法苑珠林》卷 2
引《如婆沙论》（中）说禅有初禅、二至四禅、五至九
禅。凡人只能修到四禅，要 18天时间。圣人从四禅
起，修到九禅就是涅槃。所以“茶禅一味”是否指凡
人都可做到的四禅？“一味”指四禅所到的“无想
天”、是一种忘却尘世的境界、感觉？需要探讨。欲
知何以为“禅”，唐代钱起有“尘心析尽兴难尽”句，
恰好是“茶禅一味”的最好注脚。所以，如果你在写
博士论文，“茶禅一味”的解释就不能简单意会了
事，必须从佛学角度作第二层次上的分析，才能
“尽兴”也。怎样从第一层次分析转入第二层次分
析，就看具体问题如何了，这时往往出现“非法法
也”的情况，你的分析必然也是“法无定法”了。

“横经荷笈，虚往实来。”是《续高僧传·释洪偃
传》里的一句话。我带的研究生里，也有不爱读书
的，嫌烦。他们不知道，做学问是一场“苦旅”，读书
就是其中一“苦”。我记得做韩国磐教授助手时，他
要求研究生读原著，有个研究生问我这么读？（意
思是书太多，从何读起。）我说从头一个字读到最
后一个字。我当时就这样读两《唐书》《资治通鉴》

等书的。但读后，书的内容会渐渐忘记，如再读时，
会突然感到曾是相识，颇觉“岁月弥久别有情”（方
干《赠萧山彭少府》）。

我说以上几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主要指必要
的参考书）并不是要你记住多少知识，而是一种做
研究前的必不可少的酝酿过程。我以为，做学问时
读史料犹如作画时提笔“晕染”。古代画家张僧繇
运用晕染法，用色彩的渐次浓淡来表现物体的透
视；我们则通过研读史料，悟出其中奥妙，发现问
题，并找到相应答案，而后写出有见解的文字。目
前通过网络查找资料比较方便，致使年轻学人先
设计文章框架，然后检索相关资料，“组装”成文，
极尽“多快好省”之能事，估计“枪手”营生，唯此一
技。我不反对利用网络资源，我自己也乐于应用。
但前提必须读相关的书，书读多了，才有“史识”、
明“史德”、长“史才”，言不孤发，独步同侪也。所
以，我记得，20世纪 80 年代初，厦门大学历史系主
任傅衣凌教授命我当研究生班主任，照管傅衣凌、
韩国磐二位先生的研究生（李伯重、刘敏、杨际平、
谢重光、陈铿、魏洪沼、陈明光、陈支平、陈春生、郑
振满等），其中傅先生特别交代，要看住他们有没
有去图书馆读书。这件事令我永世难忘。傅师关于
研究生要去图书馆读书的嘱咐，尤其在当今信息
化加速、纸质文献门庭处冷时代，更弥足珍贵。现
在想来，这就是学术传统，即所谓文脉也。

研究生只有养成读书习惯，多读各类书籍，就
可形成自已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好比古人，挑
着满箱的书箱，“虚往实来”，成就可期。

研究生的生源各有不同。以厦门大学文科情
况而言，有一小部分研究生来自大专毕业生。他们
为了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或为了寻找更合意的
工作岗位，在获得本科毕业资格（如自学考试本
科、函授本科等）或同等学力后，即可报考硕士研
究生，同样获得硕士毕业资格后即可报考博士研
究生。据我的经验，他们因为本科阶段缺乏最重要
的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的基础训练，攻读博士学
位阶段，是很辛苦的。即使是正规师范学院本科毕
业生，多数也有同样问题。

所以，这类学生入学后不宜直接进入论文写
作的预热阶段，应有一个过渡阶段，至少一年时间
的文献阅读训练、懂点学术史，前者如通读《资治

三、行有殊，法则一

二、“横经荷笈，虚往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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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二十四史”的几部（《史记》《汉书》《三国
志》等）。后者可在导师指导下通读一些本专业方
向的代表作，然后写出读书笔记。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他知道历史是讲哪些人和事的，怎样讲的，本专
业方向的代表作是哪几本，有什么特色。有这阶段
训练，他才能切身初知历史和历史写作。缺了这一
阶段，老师的学位课讲得再好，仍是隔靴搔痒，无
济于事。

研究生文献阅读训练这一关，我有时也没有
把严，想起来会自责。因为布置任务后，学位课开
出了，加上行政事务多，失于督促，有的研究生读
了部分著作，有的则蒙混过去了。当然也有制度安
排上的问题。一般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是三
年，延期可至七年，但延期期间不给资助经费。国
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限一般四年。第一、二年有三四
门学位课、选修课和政治理论课，研究生文献阅读
的时间有限，他们完成“文献阅读训练”计划也有
困难。也就是说我们的培养计划和生源缺陷，不能
互补，而是两短。我们知道“行有殊，法则一”的道
理，培养对象不同，做法应不同，但质量要求是统
一的。可是实际情况呢？导师无法延长攻读博士、
硕士学位期限，即无法支付资助经费，无法承担学
生就业竞争压力。这样的两难问题有待教育主管
部门出面解决了。

我曾接触到一些研究生，他们比较强调“专
业”，读文学的自以为与历史无关，读历史的自以
为与哲学无关，读哲学的以为与经济学无关等等，
知识面偏狭状况堪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
究生培养质量，具体说就是偏难知理。

有一次，我让一位博士生读欧洲艺术史，她把
我给她的书拿走，几个月无回音。我问她，她说：
“呀，我以为是您送我的！”我解释说：“让你读的。
艺术和历史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反映一个时代
的风貌。你读历史，不仅要看相关的史籍，还要看
点艺术史，了解绘画、石刻、雕塑等艺术品所表现
的历史。”其实这是很多人熟悉的道理。著名年鉴
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
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有很多插图属于名画。

所以，要鼓励多读相关学科著作，甚至跨学科
的著作。很多历史资料，只有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

才能解决。如我给研究生讲《汉唐经济史专述论》
课程时，分析“均田制”时指出：50 年代以来，出于
阶级分析要求，认定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封建土地
所有制，而从法学角度研究土地法令（田令）则比
较忽视。所谓“均田”的“均”，是指实施田令的儒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指导思想。要从田令的条文
去了解汉唐土地法的土地产权特点等问题。①就是
说，要对田令作法学、经济学的解释，而不是只作
意识形态的解释，这样才能切入问题的本质。因
此，如果没有法学、经济学的知识，就很难说清土
地问题。

又如最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与外交
战略的展开，关于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热度上升。
据个人管见，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既是跨学科研
究，又是跨国度、地区研究。因此涉及各国文字文
献、碑刻、雕刻、游记、考古遗存等文字、物质的资
料。若只从单一文字文献或地域去研究，就易断章
取义、一叶障目。更重要的是，在陆、海丝绸之路研
究中，形而下的物资交换，会带来形而上的遐想，
即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形”也。“意”就是表达文
明的意蕴。西方经陆、海丝路，而“触景生情”，于是
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英国和欧洲精英们审美视
野中产生了挥之不去的“东方想象”，开始了东西
方文明的深度交流。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从某种角度看，其实
就是“举一反三”的能力。“举一反三”能力的养成是
科学研究训练任务之一，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重
要的功课。大约在十年前，我应邀在南昌陆军学院
研究生班作过一次报告，其中讲到历史研究的思维
科学化问题，归纳为：①长时段时空观和短时段时
空观；②辐射式思维；③逻辑思维；④联想式思维；
⑤个性化思维；⑥逆向思维六个方面。②以上几点概
括可能有牵强之处，尚祈同行指正，但意在说明科
学研究训练重在思维科学化，这一点大概没有问
题。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思维科学化的通俗表达。
思维科学化即为创新过程，“文章自古通造化”（郑
板桥诗句），古人所说“造化”，应该就是思维科学化
的意思，这样必独步入微见创新。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除少数
研究生外，多数硕、博士的第二外国语训练不足，

①② 郑学檬：《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9~36、445 页。

四、举一反三，“入微独步”

五、倾耳听殊音，举目望崔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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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外国语训练更少。我参加过欧洲大学的博士
论文答辩，博士生在会上必须用三种语言回答。如
果做印度古代史论文，答辩加梵文、印地文等语
种。答辩会场殊音绕梁。其次，论文的注释，国外比
国内讲究，不但要求详尽、辩误，而且涉及多种语
言，必须原文出注。我看过的国内研究生论文中，
此两点相差尽远。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原因很
多。其一是中学外语语种单一，如荷兰的古典中
学，高中生必修三门外语，其中一门是拉丁文。我
们至多一门。其二，研究生教育一般不要求学习多
种语言。其三，对论文引用国外著作没有具体要
求，也许导师自己也少看国外著作，或外语水准差
强人意，不怎么重视。其四，汉语的特殊性，难于在
外语学习中举一反三（学日文或有此可能）。因为
外语水平限制，论文的视野不能开阔，远望不及崔
嵬，难于悟诸未悟者。

为了使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到可应用水
准，建议研究生外语考试设置质检考试制度，由教
育部研究生司直管，分类确定合格线。其次，对指
导教师的外语水平，分类提出必要的要求。这个建
议估计阻力很大，可否难料。

我接触过的历史学科研究生硕、博士论文，其
弱点之一是缺乏批判精神。论文的字里行间往往
充斥百般自谦之辞。导师亦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韪，引导学生去触动名家旧说。谁都知道，不破陈
说，难有新见。既然破旧如此之难，论文创新只有
迂回侧击一途，正面交锋无从谈起。这样，疑难析，
惑难解，真相难求。所以，要从导师做起，端正学
风，引导研究生，敢于用批判精神激励自己，去析
疑解惑，抗辩求真。

当然，要做到研究中坚持批判精神，确实很难
的。首先，本身要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否则批判文
字会简单化，或以误正误。其次，在相当长时期里，
因为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学术批判”阴影未
散，学术界无法处理好尊师（学术前辈）和学术批
判的关系，没有足够勇气挑战成说。我曾有过深刻
体会，一篇石敬瑭评价文章，①引起二位大师的讨
伐，心有余悸，怎能要求研究生义旗高举呢？希望
我们的学术界日渐宽容，“百家争鸣”成为常态，有

利于青年一代发扬批判精神。
当然，提倡对研究生进行批判精神训练，不等

于要求研究生能发现这样大而难的问题，任意推
翻旧说，而是训练他们去质疑、辨别历史事件、人
物的评价，学习研究过程中如何攻坚克难，举一反
三，旁敲侧击，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关于文科研究生质量问题，坊间亦有议论，时
有所闻。其实，质量与上述生源、培养计划、培养方
法、学风校风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有关，不可简单
设框划线。总的印象是前紧后松，面宽基弱，创新
不足，批判罕见，扩张过度，量重于质。

前紧后松，指的是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质量要求比较严，据本人回忆，李伯重、杨际平等
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时，请王仲荦、杨志玖、
黄永年等先生审阅和答辩，其论文质量把关是比
较严的。而以后，很难这么严格了。我记得 20世纪
90 年代，我们审阅博士论文时，专家提出几十个问
题也不奇怪，曾见过有专家对一篇博士论文提出
100 多个问题。后来不但问题少了，而且好话反而
多起来，说明答辩有时流于形式，或答辩委员仅限
于附近学校的同行。参加答辩专家碍于同行的面
子，难于直陈问题。当然也有例外的，我指导的两
个博士生论文初审就被同门专家否决，发回重做，
一年后才通过。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国文科硕士、博士论文
通过率是否太高？虽然这一通过率不可硬性规定，
只能由导师和专家决定，但缺少监督机制则是事
实，需要考虑完善和切实执行必要的、有效的监督
机制。

面宽基弱，指的是，因学术交流增加，学术信
息量增多，学生知识面拓宽，但限于三年培养期
限，上面提到的文献阅读和外语训练弱化，至少中
国古代史、专门史学科部分研究生如此。创新不
足，这从历年博、硕论文目录可见一斑。我是研究
中国经济史的，知道一点外国经济史学者的情况，
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他的博士
论文《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7
年），被公认为一代名著。我没有奢望，有朝一日我
们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也能有此成就，但我希
望我们博士生论文选题应有特色，可能成为理论

① 参阅郑学檬：《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第 162~171 页。

七、质量控制，尚须努力

六、析疑解惑，抗辩求真

教 学 研 究6



创新、论证创新、探索未知领域的佳作。
批判罕见，指目前博硕论文，批判精神不足，

这可能和当前学风有关，一时急不得。但是，要知
道，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学术生命力。应该鼓励
博硕新进们有勇气去清除陈旧的学术成果，推陈
出新，更上一层楼。

扩张过度，量重于质。前几年听说有教育大家
主张裁减部分博士生导师、撤减部分博士、硕士
点。最近披露教育部决定裁减一批博士、硕士点，
去博士、硕士“产能”，预示着我国研究生培养由扩
张期转入调整期，减产提质，这是好现象，有所期
待也。

根据个人的感受，提高文科研究生质量，需要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导师、研究生共同努力。作为
曾经的导师，我认为，指导研究生要在注重基础训

练的前提下因材施教，着力开发研究生的特长，鼓
励其创新性、批判性思维。所以，对于一个导师来
说不必也不应该“子孙满堂”。多了自必会走放羊
式培养的路子。20世纪 90 年代某些专业导师，竟
然带着二三十位博士生，简直不可思议！在指导研
究生数量上，导师应该自律，以免顾此失彼，误人
子弟。
以上回忆文字，只是个人管见。目前研究生教

育已大有进步，所以有的意见已成无的放矢，仅仅
是同行的记忆而已。

【作者简介】郑学檬，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兼及敦煌吐
鲁番文书和海上丝绸之路探索。

【责任编辑：杨莲霞】

Be Brave at Achieving, be Good at Self-examining
Abstract: As for guiding post graduates, considering students’learning capacity, helping them exp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guidance and analysi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We
sh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form their own thinking and methods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reading. Post graduat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same degrees) should have a transitional training
process in order to let them get familiar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need. The time for a post
graduate is limited, and the professor will not be able to support their fees if they want to extend
the time. Also, they cannot afford the students’pressure of getting a job.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ration could come up with some pla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Major is
always highlighted in guiding in a post graduate and the problem of monotonous knowledge is
worth worrying. We sh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classics that go beyond their majors and
pay attention to logical minds; we should also cultivate students’creativity through trainings of
logical studying. What’s more, we wish to improve foreign language abilities of students and their
critical spirits; we wish that our nation’s post graduates can switch from extending period to a
regulating one, which regard education quality as its priority.

Key Words: Post Graduates，Suitable Methods of Training，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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