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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 ,著名的明清史学家 。在他的学术影响之下 ,以闽粤

地区的一批学者为骨干力量 ,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跨学科整合为学术特色的研究群体。这

个学术群体被学界称之为 “傅衣凌学派”,也称为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林甘泉先生曾评说这一学派

说:“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 ,学术风格独特 ,有成果 ,有传人 ,其弟子是沿

着先生的足迹走的。 ……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 ,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

子 ,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 ,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 。”
[ 1 ]

(p. 2)

为了全面总结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就 ,2006 年中华书局约我搜集整

理傅衣凌先生生前结集和未结集出版的所有论著 ,以《傅衣凌著作集》的形式予以重新出版。经过两年

多的工作及众多研究生的共同努力 , 《傅衣凌著作集》终于于近日全部出版发行 。作为傅衣凌先生的一

名学生 ,我在欣喜之余 ,感到有责任借此机会 ,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贡献 ,做一梳理和总结 ,

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 ,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

《傅衣凌著作集》共分六册:原已结集出版过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

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依旧各自成册;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

书合为一册;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二书合为一册;其余各种散见

于报刊杂志上的论文合为一册 ,根据傅衣凌先生生前的意愿 ,称之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傅衣凌

著作集》六册基本上保存了傅衣凌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 ,虽然有某些早期的文章 ,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

相信其数量相当有限 。傅先生还有一些译著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学者的《新安商人研究》和《宋代

牙行考》等 ,限于体例 ,此次整理编辑时一概没有收录 。《傅衣凌著作集》的整理出版 ,相信对于我们重

新审视前辈学者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艰难历程 ,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 ,弘扬中国社会

经济史学派的学术风格 ,无疑将产生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傅衣凌先生早年在母校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受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学术训练 ,这对于他

后来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注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关系至深 。20 世纪 30 年代 ,刚刚步入史坛的青

年傅衣凌 ,在学术研究的探索道路上 ,正经历着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傅衣凌先生有

鉴于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和一般论说流于空泛教条的弊端 ,立志写作中国农民论 、中国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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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中国商业资本史。他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社会史学 、西方社会学 、经济学 、民俗学的长处 ,提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学方法。1939 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 ,根据在黄历乡发

现的民间契约文书 ,整理成三篇文章 ,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 ,
[2 ]
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 ,这是

我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这本小册子 ,可说是傅衣凌先生开创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 。它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本研究特点:在搜集史料时 ,除正

史 、官书之外 ,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 ,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地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 、

知识和研究方法 ,进行社会调查 ,把活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 ,以民俗乡例证史 ,以实物碑刻证史。在探讨

经济史中 ,特别注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 ,以小见大 ,从微观到宏观 ,又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理念 。

对于区域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 ,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 ,他把研究的领域从农村扩

大到商业上面来 。1946 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徽商考》发表 。在徽商之外 ,又发现陕西商人 、苏州洞庭商

人 、福建海商等等都是明代重要的商人 ,他逐一对这些区域商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解放以后 ,傅先

生把他在以前对于农村问题和商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充实提升 ,分别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主义》

(人民出版社 1956 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的书名予以出版 。

1949年以后 ,傅衣凌先生倾心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诸问题。50年代

初 ,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 ,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明代江南地区经营地主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论文。嗣后 ,他又结合《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 ,撰

写其他文章 ,辑成为《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 ,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世纪60 年代以来 ,中国的学术环境逐渐恶化 ,傅衣凌先生一方面继续进行他的关于中国社会经

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问题的探索 ,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较多地关注明清时期阶级关系与阶

级斗争史的研究 。在这期间 ,他撰写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的书稿 ,作为上课的讲义在本科生

及研究生中进行讲授 。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 ,他多次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 。为了使自己辛勤写成的著

作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问世 ,这部著作也不能不带上那个时代的某些烙印。尽管如此 ,在傅先生生

前 ,这部著作还是未能及时出版 。直至1992年才由我略加整理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世纪80 年代以后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傅衣凌先生着手对于自己半个世纪来从事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构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1982年 ,经他自己选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

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同时 ,他又对于自己以往的许多学术观点 ,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升。

他尤其关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问题 。他认为 “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 ,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

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 ,二者缺一不可 。对前者主要看它的新生的 、发展的因

素 ,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 、落后的一面 。萌芽状态与成熟状态不同 ,两者又不可等同起来 ,因而作为

衡量的标准 ,也应该有所区别。”
[3 ]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长期处于 “早熟又不成熟” 、“死的拖住活的”的

状态。傅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种 “弹性的封建社会”。在这个学术思想指导下 ,他愈

来愈有意识地把这两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对立的研究课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他长期潜心研讨的心得

融会升华 ,得出比较系统的见解 。尤为难得的是 ,傅衣凌先生在晚年病重期间 ,仍然坚持不渝地进行新

的思考 ,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的论点 ,对自己五十年来的学术历程进行了整体的反思和新的

总结 ,发人深省。他认为 ,在16 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 、文化已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 ,但由于中国社会

的多元结构 ,这种变化起伏跌宕 ,以至中断 、后退 ,但到最后 ,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 4 ]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 “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 “明清社会变迁

论 ”, “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 ‘近世 ’概念以后 ,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 ”。
[5 ]
“傅衣凌晚年提出 ‘明清

社会变迁论 ’ ,提出‘从 16世纪开始 ,中国在政治 、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 ’ ,但因种种原因 ,这

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 ,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深佩其说 ”。
[ 6 ]

从研究新 、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 ,这是傅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基本

构架。作为傅先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基本构架 ,是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的构成 、阶级斗争

联系起来考察。阶级斗争与农民战争问题是解放以后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然而傅衣

凌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依然是立足于地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探索 。如他通过仔细的分析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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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农民战争更加具有平均主义思想的社会破坏性 ,而南方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 ,

则更注重于经济权益的争取。这些观点 ,令人深思 。显然 ,傅先生对于阶级关系 、阶级斗争研究的兴趣 ,

也是着重于说明它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 ,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因此 ,它不是

纯粹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而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

由于这两个基本构架的结合 ,便形成傅衣凌先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构架 。傅先生把自己的

研究范围总称为社会经济史 ,用于区别一般的中国经济史或国民经济史 、经济制度史 ,其理由和特色即

在于此 。然而我们如果从傅衣凌先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部分来考察 ,则不难发

现 ,他的所有研究构架和研究结论 ,无不都是从区域性微观分析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

出来的 。这种从局部到一般 ,又从一般回到局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可以说是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的精髓所在。李伯重先生曾把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又称之为 “新社会史

学派”,他概括说:“新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是傅衣凌 。傅氏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 ,在研究中特

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 ,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

究 、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

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中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 、谱牒 、志书 、文集 、账籍 、碑刻等史料 ,倡导田野

调查 ,以今证古 ,等等 。在他的影响下 ,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 ,并开始以 ‘从

下往上看 ’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在此时期 ,社会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
[7 ]

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学术观点 ,人们所知较多 ,有的已成为权威性的结论。事实

上 ,傅先生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 ,在他的著作中 ,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 ,有关于奴隶制

的分析 ,而封建社会史是他着力所在 ,从秦汉到明清 ,多有论述。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如辽 、金 、元 ,

他也有所探求。甚至近代和民国史 ,他亦涉足其间 ,撰有专论 。他侧重于社会经济 ,但对上层建筑 ,诸如

政治制度 、阶级斗争 、历史人物 、思想 、民俗等等 ,亦作过许多探讨。只是这些成就 ,为他在明清社会经济

史研究上的盛名所掩 ,不大为人所知罢了。80 年代以后 ,他所出版的著作除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

集》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之外 ,还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傅衣凌

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等。

傅衣凌教授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 。他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傅衣

凌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 、历史学 、经济学 、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 ,特别是注重

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 ,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

主张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 、经济学 、语言学 、心理学 、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 ,注重人类活

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研究的学术意趣 ,不乏许多相通之处 。如今 ,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们对

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

学 ,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 ,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必将发挥更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而《傅衣凌著作集》的出版发行 ,将作为我国学

术拓展的一个契机 ,吸引着更多年轻的学子 ,参与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 ,从而把我国的历史

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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